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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在历史上，船舶曾经在全球传染病传播方面扮演过重要角

色。控制人类疾病通过船舶传播的最早书面证据可以追溯到１４

世纪，在当时，港口曾经拒绝怀疑发生鼠疫的船舶入港。在１９世

纪，人们认为正是由于商船运输才导致了霍乱疫情的蔓延。一份

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研究认为在１９７０—２００３年之间，有１００多

例疾病爆发与船舶有关。

现在，１０００亿吨以上的驱动远洋商船的全球船队拥有９９７４１

艘船舶，平均船龄２２年，在１５０多个国家注册并拥有几乎所有国

籍的海员，人数超过１００万（ＩＨＳＦａｉｒｐｌａｙ，２０１０）。世界海运贸易

数据表明在最近十几年，船舶装载货物的数量大幅增加；２００７年，

达到７３亿吨，较上一年增加了４．８％（联合国，２００８）。２００８以前

的３０年期间，全球海运贸易的年平均增长率估计达到３．１％（联

合国，２００８）。海运业的繁荣同样促进了旅游和娱乐业的发展。

２００９年，仅美国邮轮就搭载了１３４０万人，每人平均长达７．３日，

相较于前４年，乘客数量每年平均增加４．７％（国际邮轮协会，

２０１０）。海军舰艇也会搭载大量船员，有时每艘船超过５０００人。

在全世界口岸城市和一些内河渡口，渡船的身影随处可见并且成

为许多人的日常交通工具。

由于船舶运输的国际化属性，船舶运输卫生规定的制定已经

长达半个多世纪。１９５１年《国际公共卫生条例》被１９６９年 ＷＨＯ

通过的《国际卫生条例》取代。２００５年召开的第５８届世界卫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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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对ＩＨＲ进行了修订。

ＷＨＯ的《船舶卫生指南》已经成为船舶建造和航行卫生要求

的 ＷＨＯ官方全球参考。其初衷是规范船上采取的卫生措施，保

护旅客和工作人员健康和防止传染病在国际间传播。然而，考虑

到现在已经存在大量专门性指导文件、条例和法规，全面记述了

与船舶相关的设计和航行细节，本指南的主要目标是从疾病角度

阐述船舶公共卫生的重要性并强调采取相应控制措施的重要性。

本指南于１９６７年首次出版并于１９８７年修订。第三修订版

旨在反映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船舶建造、设计和规模方面的变

化和１９６７年指南出版时没有出现的新型疾病（例如军团菌）。

本指南经过一系列反复的草拟和同行评审步骤而最终制定。

本指南修订期间，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３日至１０月４日在美国（ＵＳＡ）

迈阿密和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８日至１０月１０日在加拿大温哥华举办了

专家会议，探讨和介绍提议的内容。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２５日在加拿大

蒙特利尔和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１２日至１０月１３日在法国里昂举办了

专家会议，审议指南草稿。与会者代表了邮轮运营商、海员协会、

ＩＨＲ２００５协作成员国、口岸国控制、口岸卫生机构和其他管理部

门。本指南参与者的完整名单见鸣谢部分。

《船舶卫生指南》和《国际船舶医药指南》（ＷＨＯ，２００７）是分

别用于船上预防保健和医疗保健的姊妹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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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Ｍ．ｄａＲｏｃｈａ，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ａｎｉｔａｒｙ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ｇｅｎｃｙ（ＡＮＶＩＳＡ），Ｂｒａｓíｌｉａ，Ｂｒａｚｉｌ

Ｄ．Ｄａｖｉｄｓｏｎ，ＦｏｏｄａｎｄＤｒｕｇ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ＣｏｌｌｅｇｅＰａｒｋ，ＵＳＡ

Ｄ．Ｄｅａｒｓｌｅｙ，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ｈｉｐｐｉｎｇ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Ｌｏｎｄｏｎ，Ｅｎｇｌａｎｄ

Ｔ．Ｄｅｇｅｒｍａｎ，ＫｖａｅｒｎｅｒＭａｓａ－Ｙａｒｄｓ，Ｔｕｒｋｕ，Ｆｉｎｌａｎｄ

Ｓ．Ｄｅｎｏ，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ｕｎｃｉｌｏｆＣｒｕｉｓｅＬｉｎｅｓ，Ａｒｌｉｎｇｔｏｎ，ＵＳＡ

Ｍ．ｄｏＣéｕＭａｄｅｉｒａ，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ａｔ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Ｌｉｓｂｏｎ，Ｐｏｒｔｕｇａｌ

Ｘ．Ｄｏｎｇｌｕ，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

Ｂ．Ｅｌｌｉｏｔｔ，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Ｃａｎａｄａ，Ｏｔｔａｗａ，Ｃａｎａｄａ

Ｚ．Ｆａｎｇ，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Ｑｕａｒａｎｔｉｎ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

Ｑｕａｌｉｔｙ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Ｑｕａｒａｎｔｉｎｅ（ＡＱＳＩＱ），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

Ｍ．Ｆｅｒｓｏｎ，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ＳｙｄｎｅｙＰｕｂｌｉｃＨｅａｌｔｈＵｎｉｔ，Ｒａｎｄｗｉｃｋ，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Ｄ．Ｆｏｒｎｅｙ，ＣｅｎｔｅｒｓｆｏｒＤｉｓｅａｓ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ｎｄ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ｔｌａｎｔａ，ＵＳＡ

Ｍ．Ｖ．Ｇａｂｏｒ，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Ｈｅａｌｔｈ，Ｍｏｎｔｅｖｉｄｅｏ，Ｕｒｕｇｕａｙ

Ｂ．Ｇａｕ，ＨａｍｂｕｒｇＰｏｒｔＨｅａｌｔｈＣｅｎｔｅｒ，Ｈａｍｂｕｒｇ，Ｇｅｒｍａｎｙ

Ｒ．Ｇｒｉｆｆｉｎ，Ｆｏｏｄ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Ａｇｅｎｃｙ，Ｌｏｎｄｏｎ，Ｅｎｇｌａｎｄ

Ｃ．Ｈａｄｊｉｃｈｒｉｓｔｏｄｏｕｌｏ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ｓｓａｌｙ，Ｌａｒｉｓｓａ，Ｇｒｅｅｃｅ

Ｊ．Ｈａｎｓｅｎ，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Ｃｒｕｉｓｅｓｈｉｐ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Ｖａｎｃｏｕｖｅｒ，Ｃａｎａｄａ

Ｊ．Ｈａｒｂ，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ｎａｄａ，Ｖａｎｃｏｕｖｅｒ，Ｃａｎａｄａ

Ｄ．Ｈａｒｄｙ，Ｎａｖｙ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Ｃｅｎｔｅｒ，Ｎｏｒｆｏｌｋ，ＵＳＡ

Ｄ．Ｈａｒｐｅｒ，ＣｅｎｔｅｒｓｆｏｒＤｉｓｅａｓ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ｎｄ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ｔｌａｎｔａ，ＵＳＡ

Ｌ．Ｈｏｐｅ，ＷＨＯ，Ｇｅｎｅｖａ，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ｓｅｃｏｎｄｅｄｂｙＮＳ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ｎＡｒ

ｂｏｒ，ＵＳＡ）

２ 　船舶卫生指南



Ｈ．Ｋｏｎｇ，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Ｓｐｅｃｉａｌ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Ｒｅｇｉｏｎ，Ｃｈｉｎａ

Ｄ．Ｋｕｒｎａｅｖ，Ｈｅａｌｔｈ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ＣｅｎｔｒｅｏｆＳｔａｔｅＳａｎｉｔａｒｙ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ｏｎ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Ａｉｒ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ｆｏｒ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Ｒｅｇｉｏｎｏｆ

Ｒｕｓｓｉａ，ＳｔＰｅｔｅｒｓｂｕｒｇ，Ｒｕｓｓｉａｎ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Ｌａｎｔｚ，Ｓｈｉｐｐｉｎｇ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ａｎａｄａ，Ｍｏｎｔｒｅａｌ，Ｃａｎａｄａ

Ｍ．Ｌｉｂｅｌ，Ｐａ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Ｈｅａｌｔｈ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ＷＨＯ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Ｏｆｆｉｃ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ＵＳＡ

Ｊ．Ｍａｎｉｒａｍ，ＰｏｒｔＨｅａｌｔｈＭａｎａｇｅｒ，Ｋｗａｚｕｌｕ，ＳｏｕｔｈＡｆｒｉｃａ

Ｄ．Ｌ．Ｍｅｎｕｃｃｉ，ＷＨＯ，Ｌｙｏｎ，Ｆｒａｎｃｅ

Ｊ．Ｍｉｃｈａｌｏｗｓｋｉ，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ＣｏａｓｔＧｕａｒｄ，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ＵＳＡ

Ｓ．Ｍｉｎｃｈａｎｇ，Ｓｔａｔｅ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Ｅｎｔｒｙ–Ｅｘｉｔ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

ＱｕａｒａｎｔｉｎｅｏｆＰｅｏｐｌｅ’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Ｃｈｉｎａ，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

Ｈ．Ｇ．Ｈ．Ｍｏｈａｍｍ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Ｒｕｍａｉｔｈｉｙａ，Ｋｕｗａｉｔ

Ｋ．Ｍｏｎｔｏｎｅｎ，ＫｖａｅｒｎｅｒＭａｓａ－Ｙａｒｄｓ，Ｔｕｒｋｕ，Ｆｉｎｌａｎｄ

Ｂ．Ｍｏｕｃｈｔｏｕｒ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ｓｓａｌｙ，Ｌａｒｉｓｓａ，Ｇｒｅｅｃｅ

Ｅ．Ｍｏｕｒａｂ，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ａｎｄ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Ｃａｉｒｏ，Ｅｇｙｐｔ

Ｍ．Ｍｏｕｓｓｉｆ，ＭｏｈａｍｅｄＶＡｉｒｐｏｒｔ，Ｃａｓａｂｌａｎｃａ，Ｍｏｒｏｃｃｏ

Ｊ．Ｎａｄｅａｕ，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ｎａｄａ，Ｏｔｔａｗａ，Ｃａｎａｄａ

Ｒ．Ｎｅｉｐｐ，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Ｐｏｌｉｃｙ，Ｍａｄｒｉｄ，Ｓｐａｉｎ

Ｍ．Ｏ’Ｍａｈｏｎｙ，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Ｌｏｎｄｏｎ，Ｅｎｇｌａｎｄ

Ｂ．Ｐａｔｔｅｒｓｏｎ，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ｎａｄａ，Ｖａｎｃｏｕｖｅｒ，Ｃａｎａｄａ

Ｔ．Ｐａｕｘ，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Ｐａｒｉｓ，Ｆｒａｎｃｅ

Ｍ．Ｐｌｅｍｐ，Ｃｅｎｔｒｅｆｏｒ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ｕｓＤｉｓｅａｓ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ｆｏｒ

ＰｕｂｌｉｃＨｅａｌｔｈａｎｄｔｈ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ｔｈｅ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

Ｋ．Ｐｏｒｔｅｒ，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ｇｅｎｃｙ，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ＵＳＡ

Ｔ．Ｐｕｌｅ，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Ｐｒｅｔｏｒｉａ，ＳｏｕｔｈＡｆｒｉｃａ

Ｒ．Ｒｏｏｎｅｙ，ＷＨＯ，Ｇｅｎｅｖａ，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

Ｐ．Ｒｏｔｈｅｒａｍ，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ｒｔＨｅａｌｔｈ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Ｒｕｎｃｏｒｎ，Ｅｎｇｌａｎｄ

Ｓ．Ｒｕｉｔａｉ，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

Ｇ．Ｓａｍ，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ａｎｄＡｇｅｄＣａｒｅ，Ｃａｎｂｅｒｒａ，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３鸣谢　



Ｊ．Ｓａｒｕｂｂｉ，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ＣｏａｓｔＧｕａｒｄ，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ＵＳＡ

Ｔ．Ｓａｓｓｏ，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Ｗｏｒｋｅｒｓ’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ＣａｐｅＣａｎａｖｅｒａｌ，Ｆｌｏｒｉｄａ，

ＵＳＡ

Ｒ．Ｓｃｈｉｆｅｒｌｉ，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ｔｏｆｔｈｅＰａｒｉｓＭｅｍｏｒａｎｄｕｍｏｆ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ｏｎ

ＰｏｒｔＳｔａｔ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ＴｈｅＨａｇｕｅ，ｔｈｅ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

Ｃ．Ｓｃｈｌａｉｃｈ，ＨａｍｂｕｒｇＰｏｒｔＨｅａｌｔｈＣｅｎｔｅｒ，Ｈａｍｂｕｒｇ，Ｇｅｒｍａｎｙ

Ｃ．Ｓｅｖｅｎｉｃｈ，ＰｏｒｔＨｅａｌｔｈ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Ｈａｍｂｕｒｇ，Ｇｅｒｍａｎｙ

Ｅ．Ｓｈｅｗ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ｅｎｔｒａｌＬａｎｃａｓｈｉｒｅ，ＷｅｓｔＳｕｓｓｅｘ，Ｅｎｇｌａｎｄ

Ｒ．Ｓｕｒａｊ，Ｎａｖｙ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Ｃｅｎｔｅｒ，Ｎｏｒｆｏｌｋ，ＵＳＡ

Ｈ．Ｔｈａｋｏｒｅ，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ｎａｄａ，Ｖａｎｃｏｕｖｅｒ，Ｃａｎａｄａ

Ｔ．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ｕｎｃｉｌｏｆＣｒｕｉｓｅＬｉｎｅｓ，Ａｒｌｉｎｇｔｏｎ，ＵＳＡ

Ｄ．Ｍ．Ｔｒｉｎｄａｄｅ，ＣｅｎｔｒｅｆｏｒＤｉｓｅａｓ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ｎｄ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ＭａｃａｏＳｐｅｃｉａｌ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Ｒｅｇｉｏｎ，Ｃｈｉｎａ

Ｖ．Ｖｕｔｔｉｖｉｒｏｊａｎａ，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Ｈｅａｌｔｈ，Ｎｏｎｔｈａｂｕｒｉ，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Ｂ．Ｗａｇｎｅ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ｂｏｕｒ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Ｇｅｎｅｖａ，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

Ｍ．Ｗａｈａｂ，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ａｎｄ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Ｃａｉｒｏ，Ｅｇｙｐｔ

Ｒ．Ｗａｈａｂｉ，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Ｒａｂａｔ－Ｍｅｃｈｑｕａｒ，Ｍｏｒｏｃｃｏ

Ｎ．Ｗａｎｇ，ＷＨＯ，Ｌｙｏｎ，Ｆｒａｎｃｅ

Ｓ．Ｗｅｓｔａｃｏｔｔ，ＰｏｒｔＨｅａｌｔｈ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ＳｏｕｔｈａｍｐｔｏｎＣｉｔｙＣｏｕｎｃｉｌ，Ｓｏｕｔｈａｍｐｔｏｎ，Ｅｎｇｌａｎｄ

Ｔ．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ＣａｎａｄｉａｎＣｏａｓｔＧｕａｒｄ，Ｏｔｔａｗａ，Ｃａｎａｄａ

Ａ．Ｗｉｎｂｏｗ，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Ｌｏｎｄｏｎ，Ｅｎｇｌａｎｄ

Ｎ．Ｗｉｓｅｍａ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ｈｉｐｐｉｎｇ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Ｌｏｎｄｏｎ，Ｅｎｇｌａｎｄ

Ｐ．Ｗａｒｄ，Ａ．Ｒｉｖｉèｒｅ，Ｎ．ＷａｎｇａｎｄＤ．Ｌ．Ｍｅｎｕｃｃｉｐｒｏｖｉｄｅｄ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ｌ

ａｎｄ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ｓｕｐｐｏｒｔｔｈｒｏｕｇｈｏｕｔｔｈｅｍｅｅｔｉｎｇｓ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ｇｕｉｄｅ．Ｄ．Ｄｅｅｒｅ（ＷａｔｅｒＦｕｔｕｒｅ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Ｎｅｗ

ＳｏｕｔｈＷａｌｅｓ，Ｓｙｄｎｅｙ，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Ｑｕａｌｉｔ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ａｎｄＭ．Ｓｈｅｆｆｅｒ（Ｏｔｔａｗａ，Ｃａｎａｄａ）ｕｎｄｅｒｔｏｏｋ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ｗｒｉｔｉｎｇａｎｄｅｄｉｔｉｎｇ

ｒｏｌｅｓｉ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ｔｈｅｇｕｉｄｅ．Ｔｈｅ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ｉｓｔｈｉｒ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

ｇｕｉｄｅｗｏｕｌｄｎｏｔ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ｗｉｔｈｏｕｔｔｈｅｇｅｎｅｒｏｕｓｓｕｐｐｏｒｔｏｆ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ａｎｄＨｕｍａｎ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ｔｈｅＳｗｅｄｉｓ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ｇｅｎｃｙａｎｄ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ｎａｄａ．

４ 　船舶卫生指南



缩略语

ＡＦＲ 偶然排便

ＡＧＩ 急性胃肠道疾病

ＡＲＩ 急性呼吸道疾病

ＣＣＰ 关键控制点

ｃｆｕ 菌落生成单位

ＦＡＯ 联合国粮农组织

ＦＳＰ 食品安全方案或食品安全项目

ＧＤＷＱ 《饮用水水质指南》

ＨＡＣＣＰ 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点

ＨＰＣ 异养板计数

ＨＶＡＣ 加热、通风和空调

ＩＥＣ 国际电工委员会

ＩＨＲ 国际卫生条例

ＩＬＯ 国际劳工组织

ＩＭＯ 国际海事组织

ＩＳＯ 国际标准化组织

ＭＡＲＰＯＬ７３／７８ 国际防止船舶污染公约

ＳＡＲＳ 严重急性呼吸道症状

ｓｐｐ． 种类

ＵＳＡ 美国

ＵＶ 紫外线辐射

ＷＨＯ 世界卫生组织

ＷＳＰ 水安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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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简　介

１．１　船舶对健康的重要性

除了在传染病传播方面发挥的作用以外，船舶对于公共卫生

还有着重要意义。例如，被感染人员以及蚊子和老鼠等病媒生物

随船舶进出各个港口，使船舶成为疾病和病媒在国内和国际传播

的载体。

历史上，在传染病全球传播方面船舶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

１９世纪的霍乱大流行就与商贸航线有关，并由于商船运输而使疫

情加剧。控制船上传染病传播的努力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在１３７７

年，威尼斯和罗兹岛曾拒绝搭载感染鼠疫乘客的船舶通行，由此

产生“检疫”一词。抵港后，在前往最终目的地前乘客被隔离了４０

天。当船上环境肮脏、人员拥挤和不注意个人卫生时，通常会出

现立克次体斑疹伤寒大流行。人们逐步开始采取检疫、灭虱和使

用肥皂保持个人卫生等预防措施，减少了斑疹伤寒的发病率。

１９７０—２００３年间（Ｒｏｏｎｅｙｅｔａｌ．，２００４）与船舶相关的传染病

报道共有１００余例。报道的爆发病例包括军团杆菌病、流感、伤

寒症、沙门氏菌症、病毒性肠胃炎（例如诺如病毒）、肠毒性大肠杆

菌感染、志贺氏菌病、隐孢子虫病和旋毛虫病。军舰、货船、渡船

和巡洋舰都曾经爆发疫情，导致严重的航行后果和经济损失。

这些被报道的爆发病例仅仅是船舶上众多疾病的一小部分。

爆发报告列出的每个通报和报道病例，可能还有更多的病例没有

被披露。

如果不采取相应的控制措施，船上尤其容易爆发疾病。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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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独立，有封闭的起居舱，公用的卫生设施和共享的食品和水

供应。这些条件都有助于传染病的传播。船上爆发疾病，不可避

免会被公开报道，从而给船主和船舶运输人员或乘客带来严重的

经济损失。

据估计，全世界的船舶大约雇佣了１２０万海员（ＩＭＯ，２００９）。

许多人在海上，有时在世界的偏远地区航行长达数月，尤其是远

洋货轮会形成特别孤立的区域。船上良好的卫生条件对于海员

健康和安全至关重要。

通过采取切实有效的预防控制措施，可以保护乘客、船员和

公众避免船舶相关的疾病传播。在可控范围内，其目标是尽量减

少源头污染。从公共卫生角度来看，重点是采取积极的预防措

施，而不是应对和医疗措施。例如：

 在保持卫生环境方面，船舶的设计和建造应尽可能具备

防故障功能；

 尽可能保证船舶上载的食品、水和其他物资的安全；

 船员应接受良好的船舶卫生培训，并拥有保持船舶卫生

环境所必须的所有设施、设备、物资和能力；

 制定和维护风险管理系统，确保识别、报告和降低公共卫

生风险。

１．２　范围、宗旨和目标

《船舶卫生指南》修订版的主要目标是从疾病角度阐明公共卫

生的重要性，并且强调采取相应控制措施的重要性。本指南可作为

防控船舶危害国家政策的制定基础，同时为政策制定和地方决策提

供参考框架。本指南也可作为管理者、船舶经营商和造船厂的参考

资料，以及了解和评估船舶设计对健康潜在影响的检查单。

１９６７年，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首次出版了《船舶卫生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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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７年稍作修订。以前，该指南在《国际卫生条例》（ＩＨＲ）（第１４

条）中被直接引用，其目的是规范与船舶相关的卫生措施，保护旅

客健康，预防传染病的国际传播。

１９６７年版指南建立在对１０３个国家调查结果的基础之上，汇

总了当时先进的卫生措施。其内容涵盖了饮用水供应、游泳池安

全、废物处理、食品安全和病媒控制。出版前，还就该指南征求了

国际劳工组织（ＩＬＯ）和一些国际组织的意见。该指南是对ＩＨＲ

要求的补充，是世界船舶建造和运营卫生要求的官方依据。

自１９６７年以来，出台了许多专门指导性文件、协议和条例，

全面讲述了与船舶相关的设计和运营细节，并且其中许多都考虑

到了卫生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情况使制定本指南的初衷变

得不合时宜，而本指南修订版的目标完全不同。自从２００５年版

ＩＨＲ，此后简称ＩＨＲ２００５（ＷＨＯ，２００５）（参见１．３．１），该指南就不

再被明确引用。

本书旨在提供被认可的范例。但是，我们承认可能有其他同

样有效的方法可以达到预期目标。如果采取其他方法，需要提供

其有效性的客观证据。首先要考虑的是结果有效。

１．３　与其他国际条例的相容性

１．３．１　国际卫生条例

１９５１年制定《国际卫生法规》是为了预防６类传染病的传播，

分别是：霍乱、鼠疫、黄热病、天花、伤寒和回归热。１９６９年这些法

规被重新修订并命名为《国际卫生条例》（ＩＨＲ）。

ＩＨＲ２００５的目的是“以针对公共卫生风险，同时又避免对国

际交通和贸易造成不必要干扰的适当方式，预防、抵御和控制疾

病的国际传播，并提供公共卫生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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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ＨＲ于１９７３年和１９８１被修订。条例中规定的传染病减少

到３种：鼠疫、黄热病和霍乱。１９９５年，世界卫生大会呼吁对该条

例进行修订。２００５年５月２３日第５８届世界卫生大会上ＩＨＲ被

重新修订并公布（ＷＨＯ，２００５）。

ＩＨＲ２００５适用于世界上的所有交通运输：船舶、飞机、其他交

通工具、乘客和货物。在《船舶卫生指南》和《航空卫生指南》

（ＷＨＯ，２００９）中分别对船舶和飞机进行了专门探讨。这些指南

是对ＩＨＲ２００５卫生基础的概括，并且作为法律文件，有助于弥补

条例与相应措施的实际操作层面之间的差距。

ＩＨＲ２００５第２２条（ｂ）和２４条（ｃ）规定缔约国采取一切有效

措施确保交通工具运营者保持交通工具无感染源和污染源，主管

当局确保国际港口设备（例如饮用水、用餐环境、公共厕所、完善

的固体和液体废物排放设施）具备良好的卫生条件。

ＩＨＲ２００５第２２条（ｅ）规定每个缔约国的主管当局负责监督

清除和安全处理交通工具中任何受污染的水或食品、人或动物排

泄物、废水和其他污染物；

ＩＨＲ２００５第２４条要求每个船舶运营商确保船上，包括用水

系统中没有任何污染和感染源。附件４要求船舶运营商协助采

取卫生措施，并按照ＩＨＲ２００５的规定提供健康证明（例如，船舶

卫生控制免于控制证书／船舶卫生控制证书［也称作船舶卫生证

书］，航海健康申报单）。

为此，必须在船舶和港口倡导这些措施，并采取卫生措施确

保交通工具没有感染或污染源。

１．３．２　国际劳工组织

２００６年《海事劳工公约》

第９４届国际劳工大会（国际劳工组织的主要部分）的海事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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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上通过了２００６ ①年《海事劳工公约》，该公约整合了１９１９年以

来ＩＬＯ通过的６０多项现行的海事劳工标准，其中一些是针对船

上的健康问题。２００６年《海事劳工公约》第４条，海员的雇佣和社

会权利的第３款规定，“每位海员都有权获得良好的船上工作和

生活环境”，和第４款：“每位海员都有权获得卫生、医疗、福利及

其他形式的社会保障”。下列条例在公约中专门针对卫生事宜：

 条约１．２：“健康证明”的第１款规定“海员在没有得到体

检证明适合船上作业前，不许上船工作。”相关的强制性

标准明确了海员体检和证明适合海上作业的健康证明签

发的要求。

 条约３．１：在“起居舱室和娱乐设施”的第１款规定“各成

员国应确保悬挂其旗帜的船舶向工作和（或）生活在船上

的海员提供并保持与促进海员的健康和福利一致的体面

起居舱室和娱乐设施。”明确了房间和其他起居舱室空间

的尺寸，取暖和通风，噪音与共振，卫生设施，照明以及医

务室的专门要求。标准Ａ３．１第１８款规定“当局应要求

由船长或在船长授权下，在船上开展经常性的检查，以确

保海员起居舱室干净、体面地适宜居住，并且被维护到良

好的状态。每次此种检查的结果均应记录并在审核时可

用。”（主管当局是ＩＬＯ下属机构）。

 条约３．２：在“食品和膳食服务”第１款中规定“各成员国

都要确保悬挂其旗帜的船舶上载有并供应充分满足船舶

需求的质量、营养价值和数量均合适的食品和饮水，并充

分考虑到船员不同的文化和宗教背景。”标准Ａ３．２特别

指出“各成员国都必须要确保悬挂其旗帜的船舶要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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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最低标准”：（ｂ）款“设置并装备膳食服务部门，以便

为海员提供在良好卫生条件下准备和服务的充分、多品

种和有营养的餐食”（ｃ）款“膳食服务人员应就其职责接

受过适当培训和指导”。此外还有更多正确食品处理和

卫生的要求和指南。

 条约４．１：“船上和岸上医疗”第１款规定“各成员国应确

保在悬挂其旗帜的船舶上的所有海员均被保护其健康的

充分措施所覆盖，并且他们在船上工作期间能得到迅速

适当的医疗服务”，第３款“各成员国应确保在其领土内

的船舶上需要紧急医疗的海员能够使用成员国的岸上医

疗设施”，还有第４款“守则中规定的船上健康保护和医

疗要求包括旨在向海员提供尽可能相当于岸上工人能够

得到的健康保护和医疗的措施标准”。

此外还有，条约５．１：“旗帜国责任”第１款规定：“各成员国有

责任确保悬挂其旗帜的船舶实施本公约为其规定的义务”，第２款

“各成员国应建立一个有效的海事劳工条件检查和认证系统…确保

悬挂其旗帜船舶上的海员工作和生活条件符合并不断保持符合本

公约中的标准”。条约５．１．３：“海事劳工证书和海事劳工符合声

明”第３款（适用５００总吨及以上船舶）规定：“各成员国应要求悬挂

其旗帜的船舶携带和确有一份海事劳工证书，证明该船舶上的海员

工作和生活条件，包括海事劳工符合声明中所包括的持续符合措

施，已经过检查并满足国家法律或条例或其他实施本公约之措施的

要求”，还有第４款“各成员国应要求悬挂其旗帜的船舶携带和确有

一份海事劳工符合声明，陈述在海员的工作生活条件方面实施本公

约的国家要求，并列明船东为确保符合对有关船舶的要求所采取的

措施”。要求旗帜国或者是公认的授权单位在发放许可证前，要去

检查起居舱室，食品和膳食服务，船上医疗及其他事物。许可证的

有效期不超过５年（临时和中级许可证也是如此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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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７年（第１８８号）渔业工作公约①及２００７年（第１９９号）渔

业工作建议②

这些文件适用于渔民和渔船并明确了渔民体检和证书发放、

渔船上的起居船舱（包括保证船舶建造即安全又卫生的要求）和

食品，出海后的医疗以及获得岸上医疗途径的要求和指南。附则

第３条第８３款规定：“对于船身超过２４米的船舶，当局［属于

ＩＬＯ］应要求由船长或在船长授权下，在船上开展经常性的检查，

以确保（ａ）海员起居舱室干净、体面地适宜居住，并且被维护到良

好的状态；（ｂ）饮食供应充足；并且（ｃ）船舱、食物储存空间和设备

都很卫生且被维护到良好状态”。另外，“此类的检查结果及认为

发现不良现象的检查等都应记录并在审核时可用。”

关于ＩＬＯ标准的考虑

强烈建议那些从事船舶设计、建造、运营和检查的人员，包括

口岸卫生检疫官员，全面了解２００６年《海事劳工公约》，２００７年渔

业工作公约和２００７年渔业工作建议，因为这些标准是旗帜国和

港口当局对商船和渔船的生活和工作条件的基本要求。

１．３．３　国际海事组织

国际海事组织（ＩＭＯ）是联合国的专门机构，总部设在英国，

约有３００名来自各国的员工。１９４８年在日内瓦召开的大会上成

立了ＩＭＯ，１９５９年ＩＭＯ首次召开大会。ＩＭＯ的主要任务是建立

和维持全面的规章框架，规范船舶和包括安全、环境问题、法律事

宜、技术合作、海事安全和船舶效率在内的其他事宜。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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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角色和责任

船上爆发传染病可能对船舶运营能力造成重大打击，极端情况

下会影响国际贸易和旅游。对于船舶设计、建造和运营人员，此类

事件的预防和一旦发生时的正确应对措施是应首要考虑的问题。

不同组织和个人在维护良好船舶卫生中所扮演的角色截然

不同。然而，良好船舶卫生的目标是一个需要其各司其职的共同

追求。从设计到建造，购买、运营到靠岸停泊，所有航运相关人员

在风险预防管理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保护乘客、船员、岸上人员

和国际社会免受危害。

船上主要负责为乘客和船员维持安全环境的是船主、运营

商、工程师、船长和医疗人员。这些角色和责任简列如下。

１．４．１　设计／建造

良好的卫生设计可以极大减少船上或船舶在港与外界风险

接触期间疾病爆发的概率。因此，船舶设计和建造人员应当确保

船舶在卫生条件下运营。

船舶的建造和布局必须符合预期目标。关注影响船舶卫生

设计和建造的重要环节。船舶卫生设计越好越完善，越有利于船

主／运营商将内在风险降到最低。相反，船舶设计有许多缺陷并

且过度依赖航行操作很有可能导致疾病爆发。

总之，船舶设计和建造以及相关设备应符合国际公认的标准

（例如，ＩＭＯ、食品法典委员会和国际标准化组织的各种标准）。

１．４．２　船主／运营商

船舶运抵后，船主应确认其符合卫生设计标准，保证船舶卫

生运营。例如，干净食品和水与废物的物理分离，娱乐用水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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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设施的适当设计能力。船主有责任确认运抵船舶的设计和建

造不会使乘客和船员接触到危害健康的风险。船主有责任确保

船舶的设计符合预期目标。

船舶运营商有责任确保船舶航行可以为乘客和船员提供安全

的环境。船舶运营者必须确保船上有充足和状态良好的设备和供

给，同时配备足够的经培训能够妥善处理船上卫生风险的船员。

１．４．３　船长／船员

根据ＩＭＯ《国际船舶安全营运和防止污染管理规则》①，经营

商委派的船长对船上船员安全的各个方面负有最终责任。通过

层层委派，许多责任即使没有被完全取消，也被有效分担。船长

必须采取一切合理措施保护船员和乘客的健康。船长和船员有

责任认真仔细地监督船舶航行控制措施。

船长委任的船舶工程师可能主要负责保护乘客和船员工程

系统的正确运转。这包括船舶航行的许多方面，例如保证食品和

水安全温度的冷却和加热系统、饮用水处理系统、废物管理以及

完善的管道和储存系统。

１．４．４　港口管理局

港口管理局的职责是提供必要的设备、设施、专门技术和物

资，以便船舶能够在卫生条件下航行（例如提供安全的食品和水，

安全卸载压舱物和废物）。可能由一个或多个部门承担港口管理

局、卫生局和ＩＭＯ旗帜国主管当局的职责。

尽可能地最大限度预防源头污染是防控策略的重要原则。

船舶在港上货时，港口管理局在向船舶提供最佳原料，保护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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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局应明确由哪个部门负责签发船

舶卫生证书和检查食品卫生。

１．５　《船舶卫生指南》结构

本指南包括以下章节：

 第１章　简介

 第２章　水

 第３章　食品

 第４章　娱乐用水环境

 第５章　压舱水

 第６章　废物管理和处置

 第７章　病媒和宿主控制

 第８章　控制环境中的传染病病原体

第１章将本指南置于法律背景下，介绍了ＩＨＲ２００５并描述与

其他国际法规、条例和标准之间的关系。

此后第２－８章遵循相同的结构模式并包括两部分：背景和

准则。

背景部分描述了关键问题和船舶卫生的支持证据以及本章

的特定问题。

准则部分向读者提供本章主题相关的信息及指导，明确责任

并列举风险控制实例。本部分包含一些具体准则（要达到并维持

的状态），同时每个准则还配有一系列指标（衡量是否符合准则）

和准则指导说明（实践中实施准则和指标的建议，强调确定行动

优先次序时需要考虑的最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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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水

２．１　背景

管理不善的用水是船上传染病传播的主要途径。Ｒｏｏｎｅｙｅｔ

ａｌ．（２００４）对船上爆发的１００余起病例的调查表明，其中１／５是

水源性途径，从而证明了水的重要性。由于这１００余起被调查病

例中有超过１／３无法确认具体的致病途径，其中有些可能是水源

性的，因此这一比例可能被低估。而且，水还可能是通过其他途

径传播疾病的索引病例的源头。

船上爆发的绝大多数水源性疾病都与摄入被人或其他动物

排泄物所含病原体污染的水有关。虽然化学物事件要远远少于

微生物事件的报道，船上也曾经出现过由于水质化学物污染而导

致的疾病。

为保护乘客和船员的健康，船上的饮水应由保护卫生的多重

屏蔽系统供应（从包括船舶系统接头在内的口岸和配送系统，到

船舶处理和储存系统直至每个供水口），以避免在船舶航行过程

中出现感染或污染。

水源性疾病爆发与不合格用水的上载有关。因此，预防水源性

疾病的首要策略就是船舶上载的水质符合 ＷＨＯ《饮用水水质准则》

（ＧＤＷＱ）［ＷＨＯ，２０１１］或两者相比更严格的相关国家标准。

即使港口的水质安全，也不能保证在随后的运输和储存过程

中不被污染。了解船舶饮水供应和运输链有助于明确向船上水

龙头输送途中可能被污染的环节。

通常，船舶饮水供应和运输链主要包括三部分（图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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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进入港口的水源；

（２）运输和配送系统，包括给水栓、软管、供水船和运水驳船；

这种运输过程存在着大量污染物进入饮水的机会。

（３）船舶水系统，其中包括储存、配送和用海水等船体外水源

生产饮用水。

２．１．１　饮用水相关标准

ＧＤＷＱ（ＷＨＯ，２０１１）介绍了为保护消费者健康应实施的最

低安全规范，并制定了水成分或水质指标的数字指导限值。安全

规范的最低要求和数字指导限值都不是强制限值，仅作为国家机

构制定本国强制性标准的健康指导，当然也可以参考其他因素。

为界定这些限值，必须将ＧＤＷＱ置于地方或国家层面、社会、经

济和文化背景下进行考虑。然而，考虑到船舶航行的国际性特点

和从卫生条件迥异甚至欠佳的地区补充水的现状，建议遵循ＧＤ

ＷＱ（或两者相比更严格的国家标准）。这将为乘客和船员提供持

续的可靠保障，避免被污染的饮用水造成潜在风险。

ＧＤＷＱ提供了全面的指导原则以保证饮用水质量和安全。

虽然也存在一些有毒化学物风险，但船上用水的微生物风险仍是

主要关注的问题。

ＷＨＯ《饮用水水质准则》（ＷＨＯ，２０１１）（ＧＤＷＱ）定义

了在饮用水供应中能达到危险浓度的多种污染物，包括微

生物、无机和合成有机物、消毒副产品和放射性核素等，并

描述了风险管理的系统研究法。ＧＤＷＱ所定义的安全饮

用水，终生饮用也不会造成严重健康风险，包括在生命不

同阶段人体敏感程度不同的情况下依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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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ＬＯ第Ｃ１３３号公约（１９７０年①《船员起居舱室（补充条款）公

约》，）规定了船员饮用水供应的最低标准，并被许多国家批准

采纳。

２００６年《海事劳工公约》规定了工作场合海员的权利和保护

措施。新的劳工标准重申并更新了过去８０年所采用的６５余条

与海员相关的国际劳工标准。２００６年《海事劳工公约》第３．２条

包括了船舶饮用水的要求。

在ＩＭＯ的《救生设备规则》（ＩＭＯ，２０１０）中，规定了救生艇上

饮用水要求的补充规定。

有关船舶用水供应的卫生设计和建造以及饮用水水质评

估②，可以参考以下７个国际标准：

（１）ＩＳＯ１５７４８－１：２００２———船舶和航海技术———船上饮用

水供应和船舶结构———第１部分：规划和设计；

（２）ＩＳＯ１５７４８－２：２００２———船舶和航海技术———船上饮用

水供应和船舶结构———第２部分：计算方法；

（３）ＩＳＯ１９４５８：２００６———水质———微生物采样分析；

（４）ＩＳＯ１４７２６：２００８———船舶和航运技术———管道系统内含

物的识别颜色；

（５）ＩＳＯ／ＩＥＣ１７０２５：２００５———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的一般

要求；

（６）ＩＳＯ５６２０－１：１９９２———造船和船舶结构———饮用水罐的

注水连接———第１部分：基本要求；

（７）ＩＳＯ５６２０－２：１９９２———造船和船舶结构———饮用水罐的

注水连接———第２部分：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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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２　《国际卫生条例》（２００５）的角色

ＩＨＲ２００５规定成员国应指定口岸发展核心能力，例如为旅行

者使用饮用水供应（ＩＨＲ２００５的附件１Ｂ１（ｄ））等口岸设施提供安

全卫生环境的能力。

根据ＩＨＲ２００５第２２（ｂ）、２２（ｅ）和２４（ｃ）的规定，成员国应采

取切实措施保证国际交通工具运营商保持交通工具无感染和污

染源，并且主管当局应保证在国际口岸使用的设施合乎卫生状

态，并负责监督清除和安全处理交通工具中任何受污染的水或

食品。

然而，船舶运营商应负责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保证在包括用

水系统在内的船舶上，没有感染或污染源。因此，在供船食品和

用水安全方面，从口岸供应源到船上配送环节，船舶和港口都应

当遵循相关规定和标准。

２．１．３　口岸的饮用水来源和船上的用途

港口可能从市政或私人供应渠道获取饮用水，并且通常在运

抵港口后就处理做出专门安排。

饮用水在船舶上的用途多种多样，可以直接饮用、用于备餐

和卫生／消毒活动。还可以：

 制备咖啡、茶和饮料粉冲泡饮料等冷热饮料；

 制成饮品中的冰块；

 浸泡脱水食品，例如汤、面条和婴儿配方奶粉；

 冲洗和制备食品；

 直接从冷水管和饮水器饮用；

 冲调和／或送服药品；

 刷牙；

 洗手和洗脸，洗澡和冲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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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具洗刷和清洁器具和工作区；

 洗涤（可能使用次级水）；

 紧急医疗用途。

尽管有些用途不会被食用，但也会发生人体接触和误食（例

如刷牙）的情况。

尽管可能的情况下，可以只安装１个用水系统提供饮用、烹

调、餐具洗刷、沐浴和洗涤用水，有时也安装或要求安装２或３个

系统：例如饮用、卫生和洗涤用水系统。洗涤用水系统可向水槽、

洗涤设施、抽水马桶、弯口水龙头连接供应冲洗甲板和清洁用水，

洗碗热水和其他专门用水。所有非饮用水龙头应标识“不可饮

用”等字样。在没有安装相应回流防止设备的情况下，洗涤用水

或其他非饮用水系统与饮用水系统之间不能有任何连接。

２．１．４　与船上饮用水相关的健康风险

船上水源性疾病爆发相关的一些致病危害因子见表２－１。

需要注意的是有些水源性疾病的爆发无法确认病原体。疾病爆

发与下列因素有关：

 港口供应的被污染的水

 被污染的装舱水

 饮用和非饮用水之间的交叉连接

 饮水舱的不合格设计和建造

 不合格的消毒。

有些港口被发现提供不安全的水源。在这种情况下，从港口

上载的被污染水由于含有肠毒性大肠杆菌、兰伯氏贾第虫和隐孢

子虫而与多种疾病的爆发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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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１　与船舶水源性疾病爆发相关的病原体和毒素

１９７０．１．１—２００３．６．３０

病原体／毒素 爆发次数 感染乘客和船员人数

肠毒性大肠杆菌 ７ ２９１７

诺如病毒 ３ ７８８

伤寒杆菌 １ ８３

沙门氏菌 １ ２９２

志贺氏杆菌 １ ６９０

隐孢子虫 １ ４２

肠兰伯式鞭毛虫 １ ２００

未知病原体 ５ ８４９

化学物水中毒 １ ５４４

总数 ２１ ６４０５

　　来源：Ｒｏｏｎｅｙｅｔａｌ．（２００４）

通常船上空间非常狭小。饮用水系统地理上很可能靠近污

水或废物流等危害物质，从而增加了交叉感染的可能性。冷水系

统可能靠近热源，温度升高增加了军团杆菌和其他微生物繁殖的

风险。

查找疾病爆发证据时，出现病原体的人际传播（例如，病毒性

病原体和志贺氏菌属）表明污水污染是更为常见的船上水源性疾

病爆发的原因之一。

军团病可能是最常见的军团杆菌病类型。它是由于吸入含

有过量军团菌的气溶胶而导致的一种肺炎。由于种种原因，船舶

被认为是滋生军团杆菌的高危环境。首先，如果未经处理或装载

前或装载过程中仅仅实施残留消毒剂处理，那么水源水的水质就

可能具有健康隐患。其次，船舶水储存和配送系统结构复杂，并

且由于船舶航行增加了涌动和反虹吸的风险，很有可能出现细菌

污染。再次，饮用水的温度可能各不相同（例如由于轮机舱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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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在某些热带地区，由于水温较高，冷水系统细菌滋生和出现

军团菌污染的风险更高。最后，由于长时间在水罐或水管内储存

和滞留很容易导致大量细菌繁殖。重要的是，在淋喷头和温泉水

池中，军团菌会在２５℃至５０℃的温水中大量繁殖，很可能通过淋

浴和其他管道设施产生的水雾传播。许多船舶军团菌病都与涡

旋温泉浴相关（ＷＨＯ，２００１；参见第４章）。在普通货船的饮用水

系统中就曾经发现过嗜肺军团菌（Ｔｅｍｅｓｈｎｉｋｏｖａｅｔａｌ．，１９９６）。

船上生产饮用水可能具有自身的健康隐患。船舶可以采用

不同方法生产用水，例如反渗透或海水蒸发。脱盐处理去除海水

的矿物质，会使其腐蚀性更强，缩短容器和管道的使用寿命。由

于海员饮食中矿物质不足或摄入被腐蚀物中分解出的金属（例如

铅、镍、铁、镉或铜），淡化水也可能导致健康问题。淡化水也可能

因温和无味而不被乘客和船员接受。

船上蒸发系统使用的海水是通过所谓的海水阀箱吸入后直

接进入蒸发器。在蒸发器内，由于低压环境，发动机冷却水加热

的海水常常在低温（＜８０℃）就开始沸腾。采用这种低压温度时，

不能保证生产出来的水不含有病原体。根据国际标准化组织

（ＩＳＯ）的标准，８０℃以下生产的水经消毒后才能被定义为饮用

水。蒸汽在蒸发器内凝结成蒸馏液。这种蒸馏液聚集后流进下

一个处理部件。蒸馏液不含有任何矿物质，并且几乎不含二氧化

碳。因此，必须向蒸馏水添加二氧化碳为再硬化过程做准备。

反渗透包括预处理和水在压力下透过薄膜去除盐分的输送

过程。也可能在输送前出现后期处理。由于海水水源中含有微

量元素以及油和精炼石油产品等有机化合物，部分脱盐或薄膜破

裂可能会造成健康隐患。此外，海水水源还可能具有淡水系统不

会出现的风险。这些风险包括各种有害藻类和蓝藻细菌，某些非

寄生菌。（包括副溶血弧菌和霍乱弧菌等弧菌类）以及某些化学

物质，例如海水中富含的硼和溴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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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理处理和配送系统可能造成供水的大面积污染。船舶运

营商修理储水舱时应当特别注意。例如，在干水坞修理船舶时，

饮用水被污水污染后船上曾经爆发过伤寒。必须保持良好的卫

生习惯和修理后进行清洁和消毒。造船者和维修人员在船舶试

航或再次航行前，通常会出具物理清洁和消毒的书面材料。

２．１．５　瓶装水和冰

某些管理机构将瓶装水认定为饮用水，而有些则认定为食品

（ＷＨＯ，２０１１）。瓶装水的国际质量规格符合食品法典委员会

（ＦＡＯ／ＷＨＯ，２００１）要求，并根据ＧＤＷＱ（ＷＨＯ，２０１１）制定。由

于其常被认定为食品产品，将在第３章食品中讨论瓶装水。

在本指南中，供船或船上生产的饮用和冷却用途的冰被划归

为食品类。船上的用冰指南见第３章。ＧＤＷＱ（ＷＨＯ，２０１１）适

用于食用的包装水和冰。

２．１．６　水安全计划的定义、概述和目标

水安全计划（ＷＳＰｓ）是保证饮用水供应安全的有效管理办

法。作为食品安全管理（见第３章）的组成部分，ＷＳＰｓ相当于食

品安全计划或方案，包括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点。如上所述，在

向船舶运输或船上储存或配送过程中，由于水可能被污染，因此

港口的饮用水源不能保证船上具备安全用水。ＷＳＰ覆盖了港口

范围内的用水管理，从接收到向船舶供水，再加上船上水质措施，

为船上水安全提供了框架。然后是 ＷＳＰｓ概述；船上饮用水安全

的具体规定参见２．２节。

ＷＳＰ包括３个主要组成部分，它们依据健康目标制定，并接

受饮用水供应监督。它们是：

 系统评估，包括

———描述水供应系统，确定饮用水供应链（直至消费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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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整体，其送水质量能否达到基于健康目标的水

质要求；

———危害识别和风险评估；

———明确控制措施、重新评估和确定风险重点；

———制定、实施和维持改善方案；

 运行监测，包括识别和监测能够保证管理过程有效运行

的控制措施。

 管理和沟通，包括验证和准备管理程序，制定包括更新和

修订在内的管理人员和程序的支持方案。

制定和实施 ＷＳＰ的详细步骤参见表２－２。更多 ＷＳＰｓ基本

原则的信息，参见 ＧＤＷＱ（ＷＨＯ，２０１１）和《水安全计划手册》。

（Ｂａｒｔｒａｍｅｔａｌ．，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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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水安全计划的应用

方
案
评
估

召集工作组，准备水安全计划

制定文件和描述供水系统

进行有害物评估和风险定性， 发现和了解
有害物如何进入供水系统确认和了解有害
物如何进入供水系统

评估现有或建议的供水系统
（包括对系统的描述和附流程图）

确定控制措施———控制风险的措施

明确对控制措施的监测———用何种限定值
来规定可接受的工作性能以及如何进行监
测工作性能以及如何进行监测

建立程序以验证饮水安全计划有效运转，
并符合健康目标达到健康目标

制定支持方案，（例如培训、 卫生实践、标
准操作规程、更新和完善、研究和开发等）

制定正常和意外情况下的管理程序
（包括修正措施）

建立建档和信息交流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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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准则

２．２．１　准则２．１：口岸供应、配送系统和供水船或驳船的水

安全计划

准则２．１———制定和实施港口水源、供水船或驳船以及船舶

配送系统的水安全计划。

准则２．１指标

（１）已经实施饮用水系统评估，并明确了风险和控制点。

（２）明确了包括港口水系统和供水船或驳船在内的运行监

测，其中包括运行限值和目标标准，并制定了整改行动方案。

（３）包括记录留存、确认、验证和交流在内的管理系统已经被

纳入港口水系统和供水船或驳船的 ＷＳＰ之中。

准则２．１指导说明

ＧＤＷＱ旨在覆盖各种类型的水供应，并不专门针对船舶。

因此，在参考ＧＤＷＱ提供的指南时，应当考虑港口和船舶的具体

情况。提倡的所有方法，包括制定和实施 ＷＳＰ（Ｂａｒｔｒａｍｅｔａｌ．，

２００９；ＷＨＯ，２０１１）在内，对于船舶和港口与其他类型供水同样

重要。

角色和责任

ＷＳＰ是获取饮用水安全供应一致性的有效手段。饮用水供

应链（例如港口水源、港口配水系统、运输和配送系统以及船舶用

水系统）的各个责任部门，应负责准备和实施 ＷＳＰ的相应部分。

各个责任部门的角色和职责如下：

 源头水供应商（政府或私营）：角色是向港口提供足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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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安全用水。职责是通过采样对水系统进行监测，并

应要求向港务局提供采样结果，通报不良检测结果和即

将采取的措施，并在供水已经或可能被污染时通知港务

局。通常是港口所在区域的市政供水商。

 港口经营商和供水商：角色是保持港口配水系统供水的

完整性，并为船舶提供安全用水。职责是保持从港口配

水系统到船舶的安全供水；监测饮用水系统，与水源水供

应商、港务局和相关利益攸关方共享采样检测结果；并在

必要时采取整改措施。

１．港口配水系统、供水船和驳船以及向船舶供水的系统评估

包括供水船和驳船在内的船舶上载的饮用水只能从水质符

合ＧＤＷＱ（ＷＨＯ，２０１１）推荐标准，或更严格的国家标准要求的

水源获得。虽然物理和化学要求也很重要，但应重点关注微生物

水质。

水通过码头软管或供水船或驳船被输送到船上。每个码头

或船坞都必须配备专门的注水管，供没有配备水管的船舶使用。

港口水源直接向船舶饮用水系统的注水管供水的设施包括管道、

水龙头、软管和其他必要设施。

上载饮用水的船舶设施建造或改造方案必须按照ＩＨＲ２００５

的要求提交主管当局审查。方案必须标明输送管线的位置和规

格，止回阀或回流防止器的位置和类型，水龙头的位置和类型，包

括排水保护，以及注水管和附件存储柜的详细情况。

在有些情况下，当地水源水可能被原生动物病原体（例如隐

孢子虫）或病毒污染，而检测大肠杆菌或耐热大肠菌群不一定能

发现病毒，因此需要更加严格的处理。根据 ＷＳＰ调查发现，可能

需要采取其他控制措施和检测方法。有些消毒剂可以有效抑制

大肠埃希杆菌，对隐孢子虫或病毒却无效。例如，常规剂量的氯

或氯胺对隐孢子虫无效，可能需要采取薄膜过滤或紫外线辐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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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Ｖ）消毒；常规的ＵＶ消毒控制病毒的效果有限，可能需要较高

强度的ＵＶ和更多剂量的游离氯。

２．运行参数、控制措施和整改措施

消毒

输往港口的供水必须适于配送和饮用，除非为保证配水系统

内的水质（例如，补充消毒，添加防腐剂），否则不需要其他处理。

可以从港口、水船和船上的水样中检测出消毒剂残留。明显的消

毒剂残留能够保证用水的微生物安全。消毒剂残留会受到原始

消毒剂剂量、使用消毒剂类型、消毒剂用量、温度和水ｐＨ值和施

用时间的影响。消毒剂残留大幅减少也可能表明出现处理后期

污染。

新的或被维修的设施再次使用前必须进行消毒。

港口供水被污染的情况下，港口必须完成整改措施，并尽快

通知负责供水的部门，减轻污染防止将被污染水运输到船舶上。

预防回流和交叉污染

任何时候都应保持管道内的正压以降低回流的风险。饮用

水系统和其他管道系统之间不能有任何连接。应在卫生条件下

操作和储存所有装置、仪表和其他供水装置。不使用时，通常盖

上饮用水仪表的入口和出口。

应当在船舶与港口系统之间正确安装认证过的回流防止器，

以便进行有效操作和检查。可能需要排干防止冰冻。

除非特别必要，非饮用水给水栓和饮用水给水栓通常不在一

个码头。饮用水给水栓必须标明“饮用水”字样，非饮用水给水栓

标明“非饮用水”字样。给水栓应当有适当遮盖，并位于不会被船

舶排出废物污染的位置。供水管或给水栓（或水阀和水龙头）的

排水管线高于正常高水位或来船导致的涌水。用压缩空气排出

管线和给水栓里面的水时，必须在压缩空气系统的供应线上安装

过滤器、集液器或类似设备来保护水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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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水船

供水船是指在不可能进行港口直接输送的情况下，专门建造

和装备的从船舶饮用水和非饮用水系统接收和提供水的船舶。

这些船配有水舱，水管和配件，水泵和向船上系统供水的独立管

道系统。

船舶水系统的接收、处理、储存和输送过程应当在卫生条件

下进行。所有软管、附件和工具应储存在关闭、干净的储存柜内。

工作人员应具备用水卫生知识和良好卫生习惯。

需要时，在船上必要的位置配备消毒设施。定期清洁和消毒

软管和配件。船舶建造方案必须标明注水管、储存舱、泵和保护

措施以便获得口岸卫生机构或其他指定机构的批准。

供水点或供水船发生饮用水污染时，负责运输的部门必须完

成整改措施和尽快通知船舶运营商，以便他们能够采取补救措施

防止被污染水运送到船上。

３．监测和验证

目前，饮用水的最大风险是人类排泄物导致的微生物污染。

监测港口的水源水可以确保水源安全。建议监测的参数包括大

肠埃希杆菌或耐热（粪便）大肠杆菌、消毒剂残留、腐蚀相关的污

染物、浑浊度、异养菌平板计数（ＨＰＣ）和感官参数。大肠埃希杆

菌或耐热（粪便）大肠杆菌被作为人类排泄物所含病原体潜在污

染的指标。大肠杆菌的总数未必是粪便污染的指标，但可能反映

出卫生不达标。通常采用分析法检测大肠埃希杆菌和耐热（粪

便）大肠杆菌。应当检测 ＨＰＣ以便了解系统中微生物的总体

情况。

大肠埃希杆菌或耐热（粪便）大肠杆菌等粪便指标对存储水

的现场验证或批量检测有价值，但对于船上供水的运行监测的效

果有限，因为即使是很短暂的接触不安全用水也会导致疾病暴

发。检测报告通常需要１８～２４小时，而这段时间水可能已经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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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用。任何１００毫升水样中不应检测出大肠埃希杆菌或耐热（粪

便）大肠杆菌。阳性检测结果可能表明含有与排泄物有关的致病

微生物（主要是细菌类），说明出现近期或后期处理的粪便污染或

处理不当。

重要的是检查水源水的浑浊度，因为高浑浊度可以保护微生

物免受消毒作用，刺激细菌繁殖和导致需要大量的消毒剂。高浑

浊度的情况下，过滤可以解决紧迫问题，但应了解高浑浊度的原

因以避免出现更多问题。

如果进港水质符合公认标准，化学物污染的重点可能是从口

岸水配送系统迁移的金属。管道系统腐蚀是指在运输和储存过

程中，水对所接触的表面和固定装置的一种稳定和侵蚀性作用。

铅、镍、铁、镉和铜等物质会从某些材料迁移至水中，可能会严重

影响口感或在某些情况下，导致健康问题。应当根据当地情况，

确定需要监测的其他化学物。由于长期接触可能造成严重影响，

因此所有水样必须符合ＧＤＷＱ或国家的化学物标准。

保存监测结果报告以便出现意外事件时进行确认和分析。

２．２．２准则２．２：水量

准则２．２———饮用水供应充足

准则２．２指标

（１）港口饮用水量足以保证所有水阀的适当水压，最大限度

减少污染的可能性。

（２）船上饮用水量足以满足所有的用途（例如，饮用、食品制

备、清洁和卫生活动）并且每个水阀达到足够水压，最大限度减少

污染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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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则２．２指导说明

提供充足饮用水储备时，应考虑船员的补充人数、最多可搭

载乘客人数、港口和饮用水源之间的航行时间和距离以及可在船

上处理的水量。水量储备应当充足以避免处理来自重度污染区

域的供水，并且水量足以满足维护和修理时间所需。

如果船上生产的符合安全标准的水可以补充饮用水供应，储

存的水量可能会减少。

船上用于饮用、烹饪和个人卫生的饮用水供应不足或水压不

够时，会对乘客和船员的健康造成影响。然而，在船舶设计时就

应充分考虑需要的水量。任何情况下，饮用水储备都不应低于系

统维护或修理期间供水的合理基础水平，通常是２日的供水量。

２．２．３　准则２．３：船舶供水的水安全计划

准则２．３———制定和实施船舶水系统的水安全计划。

准则２．３指标

（１）已经实施饮用水系统评估，并明确了风险和控制点。

（２）明确了船舶供水系统的运行监测，其中包括运行限值和

相关健康目标，并在必要时制定整改行动方案。

（３）包括记录留存、确认、验证和交流在内的管理系统已经被

纳入船舶 ＷＳＰ之中。

危害、控制措施、监测程序和整改行动实例被作为船舶供水

系统的 ＷＳＰ组成部分纳入附件。

准则２．３指导说明

船舶运营商的角色和责任

船舶运营商的角色是向乘客和船员提供适于各种用途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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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供水。船舶上的水应保持干净和没有致病微生物和有害化学

物。其职责是监测水系统，尤其是微生物和化学物指标，与利益

攸关方共享采样检测结果，根据ＩＨＲ２００５的要求向主管机构报

告不良的检测结果，并且在需要时采取整改措施。在需要的时间

和地点将不良检测结果告知船员和乘客。专门检测时有 ＷＨＯ

推荐的方法或材料时应当采用。

负责供水的船长或官员必须确认水源是否可以饮用。鼓励

所有工作人员报告潜在水源性疾病的症状。船舶运营商应为船

员提供适当的厕所和冲洗设施以保持个人卫生。已知的传染病

患者不可接触饮用水源。保持船上船员和设施之间的适当比例

以便正常使用和维护。最低要求可参见ＩＬＯ公约Ｃ１３３和２００６

年《海事劳工法》。ＯＩＬ公约和２００６年《海事劳工法》中的“淡水”

一词应当翻译为饮用水。为减少船员之间的疾病传播，除非每次

使用后消毒，否则不可在船上共用饮水器。

１．船舶饮用水系统评估：危害和危害事件

从港口向船舶补充水或在船上生产、储存和配送水时，船舶

运营商应当注意所有危害（生物、化学或物理）和港口可能出现的

危害事件。所有潜在危害和危害事件应在 ＷＳＰ范围内进行评

估。对这些危害的了解可能来自各个渠道，包括港口卫生机构发

布的水质数据和关注地区水源性疾病的流行病学数据。

有毒化学物导致的疾病爆发远远少于微生物危害导致的疾

病爆发。但是，乘客和船员可能长期接触饮用水中的化学污染物

质。这些污染物质可能存在于水源水中，通过船舶水配送系统部

件迁移至水体或存在于船上生产的水之中，例如处理不良产生的

硼和溴化物。因此，船上的水应符合ＧＤＷＱ（或两者相比更严格

的国家标准）关注化学物的要求。

管道系统腐蚀是指在运输和储存过程中，水对所接触的表面

和固定装置的一种稳定和侵蚀性作用。例如，船上生产的脱盐水

８２ 　船舶卫生指南



可能具有腐蚀性，并且盐水和含盐空气可能对固定装置具有腐蚀

作用。

饮用水水源

船舶饮用水只能从符合ＧＤＷＱ（ＷＨＯ，２０１１）推荐标准或两

者相比更严格的国家标准的水源获得，尤其关注微生物、化学、物

理和辐射要求。

补充水前，船舶运营商必须确认水源水的水质和性质。船舶

运营商可以直接与港口和地方机构联系调查其安全水平。如果

怀疑水源不安全，可能需要进行污染检测。如果港口供水不符合

ＧＤＷＱ（或两者相比更严格的国家标准）要求，港口应采用较高水

质的替代水源。终末消毒是一个处理步骤，并且需要消毒剂残留

时，是最后的保障。

船舶停靠在水处理效果可疑的港口时，必须携带校准设备进

行基础检测（浊度、ｐＨ 和消毒剂残留）并且具备添加消毒剂或相

应过滤水平的能力以提供最低安全保证。

发现不良感官参数（气味／颜色／味道）可能表示与液体废物

系统出现交叉感染或其他潜在污染问题，因此应当进行调查。

供水站

为降低饮用水供水过程中的风险，应当建立多重保护。首先

是使用适当的软管和固定设施，回流防护器和在供水站安装过滤

器并在向储水舱注水前进行氯化。为保护流经注水管的水质，注

水管应当耐用，有光滑防渗漏的衬层，安装在与口岸供水系统连

接的装置上。饮水管内壁应采用便于消毒并且不利于生物膜滋

生的材料制成。消防用软管不可作为饮水管使用。饮水管应清

楚标明“饮用水”字样。每艘船应配备输送饮用水的专门软管。

不使用时，软管末端应当盖上盖子。链子可以防止盖错盖子。使

用软管时应避免末端在地面、码头或甲板表面拖拽或掉入港池而

被污染。被污染的软管应彻底冲洗和消毒。任何情况下，在与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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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管连接前都必须冲洗软管。每次使用后必须排干和擦干软管。

注水管末端盖上盖子，储存在标有“仅限饮水管”的专门储物

柜。储物柜必须关闭，能够自动排水并固定在甲板上。储物柜应

采用光滑、无毒、抗腐蚀和易于清洁的材料制成。软管和装置应

当维护良好状态。

如果在船上使用非饮用水，应通过与饮用水供应不兼容的独

立管道。此类用水应流经不同颜色标记的完全不同的管道系统。

为安全供水，每个饮用水舱必须安装可以与软管连接的专门

清洁注水管线。为避免与污水管误接，注水管翼缘应参考ＩＳＯ

５６２０～１／２规定的相应标准。为避免水污染，注水管线的位置距

水舱上方或管线穿过的甲板有适当的距离。通常涂上或用蓝色

标记和标注“饮水注水管”字样。注水管有螺丝帽或用链子固定

的塞子与附近舱壁或表面连接，摘下盖子或塞子时不会接触甲

板。通常不采用阀门或互换式管道装置将饮用水分流进其他系

统的软管，除非阀门后面有气隙。如果只用一个注水管为所有水

舱供水，最好通过气隙直接连接饮水舱和其他舱体。为避免进入

颗粒杂质，可以在注水管安装过滤器。根据生产商说明反洗或定

期更换这些过滤器。进入饮水舱以前，所有流经饮水注水管的饮

用水应流经自动氯化装置。

船上的水生产

为避免交叉污染，船上处理海水作为饮用水时，向船外排水

与取水不应位于同一侧。当不能在船舶另一侧排水时，排水位置

尽可能远离，且位于取水位置以下。

通过除盐、反渗透或蒸馏可以在船上生产水。完整的除盐过

程可以去除海水中的矿物质。这会使其具有腐蚀性，缩短容器和

所接触管道的使用寿命。应当特别考虑到这些材料的品质，以及

适于饮用水的正常材料认证程序可能不适用于“腐蚀性”的除

盐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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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除盐水具有腐蚀性并且这种水可能被认为是平淡、无味

和不能饮用，通常会添加碳酸钙等化学物进行稳定处理。一旦进

行这类处理，除盐水不会比通常供应的饮用水更具腐蚀性。这类

处理使用的化学物必须通过认证和质量检验。为除盐水补充矿

物质的过程必须使用ｐＨ、硬度和浊度检测设备进行确认。再次

硬化失败导致水质不稳定表明电导率（例如，５０μＳ／ｃｍ）非常低和

ｐＨ值（高于８．０）升高。ｐＨ值高是不良消毒结果的原因，并且硬

度降低可能导致金属迁移至水体。

蒸馏海水并向饮水系统供水的蒸发装置必须能够生产合格

的饮用水。蒸馏利用热量和压力变化使海水气化，从而释放溶解

和悬浮的固体以及几乎所有溶解的气体。如果蒸馏液不适于使

用，直接与饮水管连接的高压和低压装置能够排入废物系统。在

低压装置中，由于水会在低温（小于８０摄氏度）蒸发，不能保证蒸

馏液中不含有病原体。根据ＩＳＯ标准，８０摄氏度以下生产的水经

消毒后才可以被定义为饮用水。

在水处理的过程中进行消毒，最好在进入饮水舱前，保证所

有的水（包括装舱水）都经过处理。由于此过程可能携带蒸发性

污染物，蒸发装置或向船舶饮水系统供水的其他过程不能在被污

染水域或港口区域运行。

处理设施能够满足饮用水生产的有效运转，其饮用水符合

ＧＤＷＱ（ＷＨＯ，２０１１）或相关机构的要求。

材料

生产、运输和储存期间可能与水接触的所有表面（软管、连

接、管道、水罐、固定装置、焊接接头）的建造材料都应获得相应机

构的批准（管理或独立第三方）。供应的水对这些表面和固定设

施不具有腐蚀性。温度、ｐＨ 和碱性等因素应控制在特殊用水类

型的合理范围内（见 ＷＨＯ，２０１１）。已经开始关注供水和输送系

统中使用的增塑剂、溶剂、密封剂和涂料。应确保所有可能与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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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接触的材料品质合格并不会向水体迁移危害化学物。如果管

道或水舱的建造材料需要涂层，这种涂层不可导致水质有毒或不

适于饮用（例如，化学气味）。材料和设备必须适于热或冷水

使用。

饮水舱

饮水应储存在其建造和位置能够避免内部或外部污染的舱

体内。舱体设计可以避免水舱和非饮用水舱或非饮用水管道之

间的交叉污染。理想情况下，饮水舱应位于没有热源或灰尘的

房间。

饮水舱必须采用金属或与饮水接触安全的其他适合的材料

建造，并且必须能够排除污染。必须正确维护饮水舱的抗腐蚀涂

层。理想情况下，饮水舱与船体或装载非饮水液体的其他舱体不

能共用一面舱壁。任何的排水管或洗涤水、盐水或其他非饮用水

的管道不应流经饮水舱。如果不可避免，管道只能通过带有自动

排水的防水通道流经饮水舱。同样，废物排水道最好不要流经饮

水舱或洗涤水舱检修孔。厕所和浴室也最好不位于饮水或洗涤

水舱顶部的甲板上方。

每个饮水储存舱应带有通气孔，其位置和建造应当避免进入

污染物和媒介。例如，通气孔的开口应用紧密的金属网覆盖防止

昆虫进入。由于船舶的行驶可能会增加饮水罐中的空气流动。

为避免有害颗粒进入，应使用能去除灰尘等物质并排出气体的过

滤器。这些过滤器应当定期清洁或更换。通气管末端不能直接

位于水面以上，避免物质落入水体。由于可能出现交叉污染，饮

水舱通气孔不能与任何装载或打算装载非饮用水液体的舱体的

通气孔连接。

饮水舱必须安装溢流管或安全阀，不能超过水舱试验压头的

位置。采用与通气孔同样的方式建造和保护溢流管。溢流管可

能与通气孔同时使用，但必须遵守通气孔和溢流管的建造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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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

饮水舱可以完全排空，以防出现需要排空清除污染的情况。

水舱吸入管的末端距离舱底至少５０毫米，避免吸入沉积物或生

物膜。

所有确定饮水舱水深的方法都应当避免进入污染物或液体。

饮水舱应安装可以从外部读取注水量的设备。安装设备不会形

成成为污染源的积水区域。不要进行人工测深，因为这可能会导

致不必要的饮用水污染。

所有饮水舱应当清楚标注容积和“饮水舱”等字样。

饮水舱需要有一个检查盖以便进行清洁、修理和维护。开启

盖子时为避免污染，开口位置不要直接接触没有防护的水面。安

装规定应符合国际标准规定。定期（例如每年１次）检查空舱。

如果进人，应穿戴防护服。工作人员应穿戴干净的一次性防护

服、口罩、一次性橡胶手套和非常干净并且只在饮水舱内穿着的

浅色橡胶靴。进入前，靴子和舱内使用的任何工具都应当消毒。

不允许患急性病（例如腹泻）的人员进入饮水舱。

应在每个水舱直接安装取样旋塞以便进行检测确认水质并

且旋塞方向必须向下以避免污染。制成取样旋塞的材料可以允

许消毒和火烧杀菌。饮用冷水的储存温度应始终在２５摄氏度以

下。饮水舱技术要求的更多详细信息可参见ＩＳＯ１５７４８～１。

饮水舱和饮用水配送系统的任何部位都应用饮用水进行清

洁、消毒和冲洗：

 投入使用前；

 修理或更换后再次使用前；

 被污染，包括人员进入饮水舱以后。

在干船坞和湿船坞期间或最少每隔两年，对饮水舱进行检

查、清洁和消毒。

增加整个受影响区域的游离残留卤素至少达到５０ｍｇ／Ｌ，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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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保持此浓度４个小时，或采取 ＷＨＯ认可的其他程序，从而

完成对潜在污染的消毒。

饮水泵

饮水泵能够经常运转。为避免污染，水泵除泵水外不得用于

其他用途。在水泵的吸入管位置可以安装过滤器。按照生产商

说明（例如更换或定期回洗）维护过滤器。建议安装备用泵以防

紧急情况出现，例如饮水系统的主水泵故障。如果备用泵和管道

进水，必须与主泵交替运行，避免在积水中累积微生物污染。作

为排压的补充，在某些船舶安装的紧急或常规厨房和食品储藏室

使用的手泵，其制作和安装应避免污染。当要求保持压力输送

时，水泵应能够持续运行———例如，通过自动注水。向饮水舱供

水时，无需气隙，水泵应与其直接连接。

压力舱

压力舱被用于为饮水装置加压并促使水在系统中输送。在

扩展的饮水装置中，使用长期运行的水泵代替压力舱在所有水阀

中形成持续的正压。

压力舱应符合其他饮用水舱的同样标准。舱体应安装清洁

用的检修孔。压力舱尺寸适当并位于远离任何热源的位置。用

压缩空气在压力舱内形成气垫时，压缩空气系统的供应线上必须

安装过滤器、液体水阀或类似设备以保护供水。更多详细信息可

以参见ＩＳＯ标准。

热水器

热水器被用于产生热水。在小型饮水系统中，当需要热水

时，可以使用所谓的分散热水生产系统。然而在扩展装置中，通

常同时安装中央热水生产装置与热水循环系统。热水器应符合

饮水系统所有其他部位的材料和建造标准。热水器应安装检修

孔和隔热层。为避免滋生军团杆菌，热水器流出的热水温度应至

少达到６０摄氏度。应安装热水循环系统，并且回水的温度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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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５０摄氏度。

配水系统

船舶应具备能够保护水安全的管道设施。起航以前，应检查

新船是否符合相关主管机构或其他授权独立机构的设计要求。

应当参考ＩＳＯ等技术标准。进行这类检查，可能需要船舶清晰准

确的工程系统布图。

与水接触的材料必须安全。为此，新建船舶和修理旧船、更

换配件时，当洗涤水可能被用来补充饮用水时，饮水系统和洗涤

水系统应使用新的管子、管道或装置。所有使用的材料应经国家

注册的卫生管理部门认可。由于铅和镉材料会迁移而污染水，因

此不能通过管道、装置和连接接触水并且不能被用于饮水系统的

任何位置。

应当清楚标识饮水管道以避免管道交叉连接的错误。为识

别饮水管道，可以使用国际标准（ＩＳＯ１４７２６：蓝－绿－蓝）的

色码。

铺设新管道或修理现有管道时，必须培训船员采取卫生防护

措施。设计船舶时应尽量减少水聚集和升温（高于２５摄氏度）和

积水。例如，预防煮沸的控温阀必须尽可能接近用水位置避免形

成温水囊。尽量减少配水系统管道死角的数量。

如果热水和冷水管道并排，必须适当的隔热避免各自管道升

温或降温以及细菌滋生的可能性。

管道的所有部件应耐受９０摄氏度的水温，必要时有助于热

力消毒。

设计配水系统时应避免流经任何重要的处理或储存系统。

固定装置（水龙头、淋喷头）

固定装置和配件会容纳污染，设计时应考虑选择适当的属性

来控制这些风险。为保持其完整性，安全的做法是确保所有的固

定装置对盐水和含盐空气具有抗腐蚀性。此外，固定装置必须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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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清洁和有效运转。为便于清洁，可能情况下，最好采用圆形

内角。

所有固定装置应耐受至少７０摄氏度的水温以便在必要时进

行热力消毒。

饮水出口必须标注“饮水”字样。同样的，非饮用水出口必

须标注“非饮用”字样。为鼓励使用安全的饮水供应，饮水出口

必须位置便利，例如靠近乘客、船长和船员住所以及位于轮机舱

和锅炉房里。为保证食品安全，必须加压向厨房、食品储藏室和

后厨房供应冷热饮水。直接接触食品的蒸汽必须由饮水转化。

如果不直接通过盘管、管子或分室，用锅炉房蒸汽加热饮用水和

食品也是一种安全方式。必须加压向医护区域提供洗手和护理

用的冷热水。向冰箱输送的制作食用冰的水必须是也只能是饮

用水。

安装的洗涤水系统可以向污水盆、洗涤设施、冲水厕所、弯嘴

旋塞提供冲洗用水、洗涤用热水和其他专门用途的水。洗涤水储

存舱的建造和保护措施与饮水类似，应避免污染的可能性。洗涤

水系统上的所有水龙头必须清楚标识“不可饮用”字样。

洗手盆应有一个热和冷出水的水龙头，抑制可能在热水管线

中滋生的细菌。在洗手盆上方张贴“使用前后冲洗水盆”的标语

有助于鼓励乘客和船员的卫生行为。

由于积水，很少使用的龙头或淋浴具有大量微生物滋生的风

险。这会导致整个配水系统的污染因此应当避免。所以，不常使

用的固定装置应定期冲洗几分钟来减少风险。冲洗计划有助于

确保在常规维护时实施冲洗。

包括淋喷头在内的饮用热水系统应尽量减少致病结核分枝

杆菌或军团菌的滋生。每隔６个月清洁和消毒淋喷头。通风装

置可能藏匿大量诸如绿脓杆菌等致病菌。因此，应定期清洁和消

毒通风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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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运行限值、监测和整改措施

消毒

进行处理时必须净化或消毒，采取的方法应由主管机构根据

ＩＨＲ２００５进行推荐，并且便于船长和船员操作。经过处理已经去

除水的浑浊和影响消毒剂用量或保护致病菌的物质时，消毒效果

最好。然而，消毒并不总能去除所有的传染因子。例如，交叉感

染会轻易影响低度消毒残留的水质。而且，诸如隐孢子虫等寄生

虫会形成对氯或氯胺消毒具有抵抗作用的卵囊，需要采用过滤或

ＵＶ辐射抑制等其他方法去除。

在扩展的配水系统中，应保持消毒剂残留抑制使异味进入水

体和管线和固定装置恶臭的微生物危害滋生。例如，维持消毒残

留（例如，游离氯浓度高于０．５ｍｇ／Ｌ）可以控制军团杆菌。此外，

这种残留可能杀灭管道内的某些含量极低的致病菌。

使用氯作为消毒剂时，应保持适当的余氯（水进入配送或储

存系统时，通常大约是０．５～１ｍｇ／Ｌ余氯或１ｍｇ／Ｌ氯胺）。

氯（最常见的消毒剂）的消毒剂残留最好不低于０．２ｍｇ／Ｌ并

且不高于５ｍｇ／Ｌ。为保证首次有效消毒，接触时间至少３０分钟，

残留游离氯的浓度至少是０．５ｍｇ／Ｌ，ｐＨ 值低于８．０。整个配送

系统中应当保持有余氯；在输送点，游离氯的最低残留浓度是０．

２ｍｇ／Ｌ。

ｐＨ值高于８．０会大大削减氯的消毒作用。船上应当配备检

测工具检查消毒前的ｐＨ值和消毒期间的游离和整体氯浓度，并

按照生产商说明使用。

消毒处理大规模侵蚀事件时，这些正常的残留不足，不能采

信。存在消毒剂残留不意味着水就是一定安全。同理，如果水源

安全并且配送保护完善，没有残留也并不意味着水质一定不

安全。

对于过程控制参数，例如水消毒工厂和远端阀门（例如，驾驶

７３２　水　



台）的消毒剂残留，应当确保监测频次，以便及早发现控制过程的

偏差避免将污染水输送给使用者，因此最好进行持续的自动

监测。

通常没有残留是交叉感染的一个有效指标。然而，许多病毒

和寄生虫致病菌对低浓度消毒剂具有耐受性，因此不应依靠残余

消毒对被污染水进行处理。低浓度残余可能抑制大肠杆菌等细

菌指标并隐藏可能隐匿更多耐药菌的污染。这种情况下，通常采

用过氯化处理破坏抗药病毒和寄生致病菌。过氯化包括时间和

浓度的各种组合———例如，接触１小时后，加氯使得最终氯残留

大约为２０ｍｇ／Ｌ。

当饮水舱和系统或任何部件投入使用、修理、更换或被污染

时，再次使用前必须进行清洁、消毒和冲洗。水蒸馏器与饮水舱

或系统连接时，必须消毒并彻底用饮用水冲洗水蒸馏器和饮水舱

或系统之间的管道和装置。

如果使用ＵＶ光照进行消毒，这些设备应经国家机构批准。

按照生产商说明，ＵＶ设备应定期维护，包括进行清洁和更换灯

泡。通常，应垂直安装ＵＶ设备避免沉积物在灯上累积。考虑到

会增加整个系统的污染风险，ＵＶ设备周围不允许有支路。浑浊

度高的情况下，在ＵＶ设备前应使用预过滤器确保设备在生产商

说明范围内运行。ＵＶ光照没有残留作用，并且所有用水需要直

接接触此光照。

化学参数

将某种水的温度、ｐＨ、硬度和碱度控制在合理范围内以减少

腐蚀性和潜在的金属迁移作用。铅、镍、铁、镉或铜等金属会从某

些材料迁移至水中，并导致水的味道异常，或在某些情况下，导致

健康问题。铜或铁过量会导致金属味道；铜会导致胃肠道不适；

儿童长期接触过量的铅会导致认知缺陷。ＧＤＷＱ指南中铜的指

导值是２ｍｇ／Ｌ；铁含量是０．３ｍｇ／Ｌ时可以品尝发现；铅（暂时）的

８３ 　船舶卫生指南



指导值是０．０１ｍｇ／Ｌ。除监测金属以外，可以通过腐蚀控制项目

进行相应管理。

应监测整个配送系统的消毒剂残留。

物理和感官参数

每当船上生产水时都应当测量水的电导率。电导率极低表

明矿物质再补充过程不良。

船上饮水的浑浊度表明在输送期间，生物污染或灰尘进入系

统的情况。

饮水不应出现不良味道、颜色或气味。水处理后出现不良味

道、颜色或气味等感官参数可能表明有腐蚀或交叉连接，向船上

运输期间被异物污染或船上管道条件不良。针对感官参数（气

味、颜色或味道）的投诉应对水质进行进一步调查，并可能需要监

测浑浊度。所有这些参数都意味着需要确定成因并采取整改措

施以便船上的水既可以饮用又味道可口。而且，感官差的水不会

被饮用，乘客和船员可能选择饮用其他不太安全的水。

冷水通常比热水更加可口，并且温度可能对影响味道的其他

无机成分的接受度造成影响。水温高会使微生物滋生并且加剧

味道、气味、颜色和腐蚀性问题（ＷＨＯ，２０１１）。

饮水供应中出现大量的军团杆菌可以通过采取基本的水质

管理措施来预防，包括将管道水温维持在军团杆菌大量繁殖的范

围以外（２５～５０摄氏度）。可以通过设置加热器确保输送到所有

水阀的热水温度位于或高于５０摄氏度（意味着再循环点和热水

循环系统的回流管内的温度超过５５摄氏度）并且对所有管道和

储水舱隔热保证水温在２５～５０摄氏度范围以外。然而，维持热

水系统运行温度高于５０摄氏度可能需要更多能量并且对儿童、

老人和精神疾病人员有烫伤风险。在冷水配送系统中，整个系统

水温应保持在２５摄氏度以下以便进行有效控制。然而，这不可

能在所有的系统中实现，尤其在热带气候条件下。保持整个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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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送系统和储水舱中消毒剂残留高于０．２ｍｇ／Ｌ有助于控制这种

环境中的军团杆菌。可以在配送系统上安装 ＵＶ光照的消毒设

备以降低军团杆菌污染风险。照明减少期间也应当保持配送系

统中的流水量（Ｂａｒｔｒａｍｅｔａｌ．，２００７）。

防止回流

当饮水被加压向非饮用水系统输送时，必须采用回流防止器

或气隙保护系统防止回流。如果回流防止器故障，负压会升高，

并且会导致污染物进入系统。船舶应具备一个完整的方案，在高

风险位置通过气隙或适当的回流防止设备提供与饮水系统的安

全连接。

为防止污染，建议确保饮水系统不与任何非饮用水系统连

接。为达到此目的，水舱溢流、通风和排水口，以及配送系统的排

水口必须不能直接与污水排水管连接。当排水管向船舶底部延

伸时，除非不可能出现回流，否则它们必须与内底板或舱底最高

点保持适当距离。当这些排水管向封闭的非饮水舱、甲板排水孔

或卫生排水管排放时，必须安装气隙和接收漏斗。饮水管道不得

经过或穿过污水舱、管道及装载非饮用液体的水舱。配送管线，

包括饮水泵的进水管不得与任何非饮用水系统的管道或储存舱

交叉连接。饮水管线必须不能被压舱水浸没或穿过装载非饮用

液体的舱体。

可能使用回流防止设施的区域如下：

 游泳池、涡旋水池、热水浴池、浴缸、淋浴和类似设施的饮

水供应管线；

 照相暗室冲洗机器；

 美容和美发店冲洗软管；

 垃圾研磨机；

 医院和洗涤设施；

 空调膨胀水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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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锅炉给水水箱；

 消防系统；

 厕所；

 淡水或盐水压舱水系统；

 船底污水或其他污水区域；

 国际通岸接头；

 任何饮水和非饮用水系统之间的连接。

每个回流防止器必须进行检查并按照生产商说明使用，避免

设备故障。为此，回流防止器应位于触手可及的位置。每艘船上

必须安装标准的回流防止器或防止水从船舶流向岸上的其他设

施。排水应避免冻结。船员应当进行，或被委派进行定期检查和

检测回流防止器、可能的交叉点、泄露、缺陷管道、压力和消毒剂

残留的情况。这些应当纳入常规、全面的卫生检查方案中。

除非，例如排水管彼此之间和与其他所有排水系统独立，否

则当与接收污水或医疗废物系统连接时，必须在某类固定装置，

例如冷藏设备和所有医院、食品制备和供餐设施的排水管上安装

独立的气隙。

卫生或船上水系统，包括所有的泵、管道和固定装置在内，应

完全独立于饮水和洗涤水系统。所有卫生水系统上的龙头和排

水口应清楚标注“非饮用”字样。所有安装的坐浴盆应当是喷流

类型，并且所有连接的饮水或洗涤水管线应安装回流防止器。

为控制交叉污染，浴池和淋浴盐水服务必须独立，与饮水或

洗涤水系统没有交叉连接。

当船舶没有动力运转水泵时，可以将消防系统与岸上饮水系

统连接。如果船舶动力系统重建后仍保持连接，船舶消防系统的

非饮用水可能会泵入岸上饮水系统。应采取措施保证这种情况

不会发生。

１４２　水　



核查监测

必须定期监测水质证明向港口供应的水源水以及船上的饮

用水没有被新鲜粪便或其他微生物和化学危害污染。由于水运

输链上的每个环节都可能出现污染，必须定期监测每个参数保证

安全的水质。监测应具体到什么、如何、何时和何人。过程运行

控制的关键是必须在线和实地进行的简单检测。绝大多数情况

下，常规监测是建立在简单的代理观察或实验的基础之上，例如

浑浊度或结构完整性，而不是复杂的微生物或化学实验。应当对

基础设施进行监测（例如，检查过滤器缝隙和管道泄漏，有缺陷的

回流防止器或交叉连接）。应当按照生产商说明更换或回洗过滤

器。极少使用的水阀和淋浴头应采用 ＷＳＰ描述的方法定期冲

洗，避免积水导致微生物滋生。必须通过测量消毒剂残留、浑浊

度、ｐＨ和温度在线监测消毒；必须包括直接反馈和控制系统。由

于这些检测可以立即进行，通常进行微生物检测。所有的监测设

备必须进行校准和检查独立读数。必须记录读数。定期卫生调

查储存和配送系统是 ＷＳＰ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调查费用低廉

并且可以弥补常规的水质测量。

监测行动应在充足的时间内提供整改措施信息，保证过程控

制能够避免被污染水输送给乘客和船员。

尽管船员也可能希望进行独立的定期检查，但通常气味、颜

色或味道等感官参数都是通过饮用者投诉被“衡量”。这是一个

主观参数，因为每个人的感觉不同。

出于运行或管理的原因，某些国家可能要求监测超出ＧＤＷＱ

建议管辖范围的参数。港口和船舶运营商应与当地机构核实是

否需要进行额外监测。这应当纳入 ＷＳＰ。

调查和整改行动

船上出现水污染的事件时，船舶运营商或船主应通知船上可

能被影响的人员立即采取补救措施或安排其他供水。相应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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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可能包括额外处理，或对运输设备或船舶水舱进行冲洗和

消毒。

ＷＳＰ中的每个控制措施必须制定具体的整改行动以便应对

出现的偏差。行动必须保证控制点在控制范围以内。可能包括

修理有问题的过滤器，修理或更换水管或水舱或交叉连接的

泄露。

暂时采用替代水源是现行最有效的整改行动，但并不总是可

行的。可能需要备用的消毒方案。

调查行动和应对与检查记录一样都是基础行动或可以包括

更多的全面整改行动。整改行动应包括弥补超出关键限值或指

导值的供水系统的所有机械、运行或程序缺陷。出现机械缺陷的

情况下，补救措施应包括设备维护、升级或重新整修。出现运行

缺陷的情况下，补救措施应包括更换供应和设备。出现程序缺陷

的情况下，例如操作不当时，应评估并更换标准运行程序和培训

项目，以及培训人员。所有的更换都应纳入 ＷＳＰ之中。

船上出现疾病和／或复杂问题的所有情况下，口岸国国家管

理规定要求时，应报告ＩＨＲ２００５规定的主管机构。报告可能带

来公共卫生风险（例如不完善的水系统）的疾病和卫生情况是

ＩＨＲ２００５的国际义务。

应进行监督保证按照书面程序实施整改行动，并迅速地尽量

减少接触游客和船员。应由供应链相应部门的责任方或管理机

构等独立方进行监督。

可能需要采取紧急或突发措施，例如提供其他水源供水。采

取整改行动期间，需要加强监测。

３．管理和沟通

验证监测

在选择的地点验证监测船上饮水以便保证船上的人员有安

全的供水。验证程序能够保证水质维持在或恢复至安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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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将验证监测与简单现场检测等较简单的措施和微生物和化学

实验室分析取样等较复杂程序进行区分。虽然适当培训过的船

舶主要工作人员可以进行简单的现场检测（例如常规验证和ｐＨ

和氯监测），复杂的化学和／或微生物分析取样必须由认证实验室

授权的经过良好培训的专业人员实施。只能使用专门的采样容

器（例如存放微生物样本的含硫代硫酸钠的无菌玻璃瓶或存放化

学样本的专用聚乙烯瓶）。通常会在一个港口采样，并且在检测

结果没有出来时船舶就会离港。检测结果常常会在下一港口获

得，因此最好遵循确定的采样方案和采样程序（例如，根据ＩＳＯ

１９４５８）以便提供国际对比结果。

每艘船都应当根据饮水系统的大小和复杂程度制定标准的

采样方案。最低限度应直接从水舱（必须具备取样龙头）和配送

系统的最末端（例如，位于驾驶台的水龙头）取样。水舱的水样表

明了船上供应水的水质信息，而驾驶台水样表明了饮用者饮用的

水质。如果两份水样同时采样，可以进行对比了解对配送系统的

影响。这种简便和低廉的方法可以快速了解系统的状态。

物理化学和微生物分析的采样指南参见ＧＤＷＱ第二版的第

３卷，《社区供应的监测和控制》（ＷＨＯ，１９９７），和ＩＳＯ１９４５８：

２００６———水质———微生物分析采样。

实用采样方案的详细信息、采样程序、标准参数以及行动诱

因参见第２．２．４节。

进行饮用水分析的实验室应参考国际质量标准（例如，ＩＳＯ／

ＩＥＣ１７０２５）。

建议在代表性水阀（例如，饮水处）监测大肠埃希杆菌或耐热

（粪便）大肠菌群。除饮用期间的常规大肠杆菌定点检查以外，应

在每个主要饮水点进行监测。

ＨＰＣ可以作为配送系统中常用的水质指标。ＨＰＣ升高表明

出现处理后期污染、配送系统中输送的水中再次滋生或系统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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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积和生物膜。当 ＨＰＣ突然高于历史基础值时应开展调查，并

且如果必须的话，采取补救措施。

军团杆菌检测可以作为确认控制措施起作用的一种方式。

根据船舶环境和航线气候的类型，应当定期，例如每月，每季度或

每年进行检测。这种检测不应代替或阻止控制策略的重点。而

且，检测相对专业并且应由有经验的工作人员在设施完善的实验

室进行。验证采样应当关注系统的末端和高风险区域。

绿脓杆菌会导致一系列感染但很少会使没有诱病因素的健

康人员患上严重疾病。该病菌主要在烧伤和手术伤口、隐疾人员

的呼吸道和外伤的眼睛等破损位置大量繁殖。并可能从这些位

置进入人体，导致破坏性病变或败血病和脑膜炎。绿脓杆菌可以

在水中以及与水接触的合适有机物表面繁殖。绿脓杆菌常见于

通风装置和淋浴头。饮水中含有大量绿脓杆菌会出现味道、气味

和浑浊度投诉。如果有任何积水或水阀和淋浴头（尤其在医疗区

域）维护不当的证据，应当进行绿脓杆菌的检测试验。

船上饮水中主要考虑含有的有毒化学物最有可能是铅、镍、

铁、镉或铜等金属，或从配水系统迁移至水中的其他化学物，这些

物质会导致饮水的口感不佳，或在某些情况下出现健康问题。对

于使用海水自制饮水的船舶，可能需要考虑硼和溴化物等其他化

学物。根据情况来选择需要监测的化学物。所有的水样应当符

合长期接触有潜在重要影响化学物的ＧＤＷＱ或国家标准（两者

相比更严格）。

在某些情况下，一段时期应当适当增加监测频率，以确定相

应的整改行动和／或确保被测量参数保持在或恢复安全水平。需

要增加监测的实例有阳性大肠埃希杆菌或耐热（粪便）大肠菌群

检测结果、湿热过度、影响水源水质的自然灾害、ＨＰＣ大幅增加

和可能会影响水质的维护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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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保存

应保留监测记录以便突发事件发生时进行确认和分析。根

据ＩＨＲ２００５规定，被要求时应向当局出示。

检查、维护、清洁、消毒（包括消毒剂浓度和接触时间）和冲洗

的记录应留存１２个月并以备检查。

培训

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员应就供水系统操作和维护的各个方面

对船员进行相应的培训。例如尤其是装舱程序、船上水生产、温

度和积水、水系统维护和所有处理部件等专业领域。

２．２．４　准则２．４：独立监测

准则２．４———ＩＨＲ２００５规定的主管机构对饮水安全实施独

立监测。

准则２．４指标

（１）ＩＨＲ２００５规定的主管机构负责制定审核／检查程序。

（２）审查 ＷＳＰ文件和实施，并提供反馈。

（３）ＩＨＲ２００５规定的独立主管机构负责应对可能危害公众健

康突发事件的报告。

准则２．４指导说明

水质监测的局限在于当发现污染时，可能一些被污染的水已

经被饮用。因此，监测应扩展到由有经验的审核人员对船上和港

口的现有程序进行检查以便保护水质。

船舶水质监测是对船上使用和饮用饮水的潜在健康风险进

行确认和评估的一种现场调查行为。监测通过提高饮水供应的

质量、数量、便利性和持续性来保护公众健康。本准则仅涉及对

这些因素的监测并不涉及对突发事件或其他疾病病例的监测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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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例如，公共卫生监测）。

饮水质量监测的水平差异很大。应当逐步制定和完善监测，

使其水平与当地的环境和经济资源相适应，逐步实施、巩固和制

定最终方案。接受 ＷＳＰ时，ＩＨＲ２００５规定的指定辖区内的主管

机构可能负责实施方案监测，其中可能包括随机抽取水样和审核

ＷＳＰ计划。

尽管本准则涉及监督机构实施的监测，但供水商可采用讨论

的许多观点来保证有效实施 ＷＳＰ。

１．建立程序

绝大多数情况下，在 ＷＳＰ基础上，监测主要包括对港口、供

水设施或船舶的卫生检查。卫生检查是确定供水基础设施状态

和发现实际或潜在问题的一种工具并且应当定期进行。

国家卫生检疫人员应具有进行独立检查和核实供应商诚信

度的职权。通常不需要像港口和船舶运营商那样进行持续控制。

应当由经公共卫生机构授权和培训的官员实施监测。或者，

也可以雇佣经相关卫生主管机构授权的有资质的独立审核人员。

应当制定检验员资质规定，并且检验员应接受适当培训，包

括定期更新和再次认证。独立审核人员和检验员应同样符合公

共卫生机构的要求。

２．记录审查和方案实施

港务局和船舶运营商应提供 ＷＳＰ，并且所有 ＷＳＰ的相关记

录都应接受审查。根据 ＷＳＰ的组成，ＷＳＰ的独立审查是包括通

过外部审核文件、实施和监测关键控制点的一个系统研究法。

独立审查包括证明船员遵守程序来检查个人卫生，检查设备

和环境条件保证在卫生条件下使用和储存指定设备，记录这些检

查，和通过现场或实验室检测采水样。考虑到饮水中致病菌对健

康的严重风险，重点关注水源到船上采样水阀的整个供水系统的

微生物定期监测。从水源到水配送系统都应确认符合水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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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监测配送系统的每个水源、转运站或关键点以及末端。如果

无法做到，最低限度应监测末端和水舱，但当发现不良结果时应

当可以追溯。

对程序或控制系统的检查应确保供水链上的责任方可以及

时采取整改措施。审查支持项目确保管理程序和培训可以保持

安全的供水。

也应当审查与供水商、港务局、运输站、船舶运营商和公众的

交流程序。应当建立一个涵盖供水和运输链上所有部门在内的

通报系统。

３．应对突发事件

突发事件可以包括来自责任方或独立检查人员的书面报告

或被影响个人或其代表的书面的、口头的报告。ＩＨＲ２００５规定的

主管部门应通过与报告人、责任方和其他被影响个人会谈，并通

过现场检查和其他方式独立确认水质和相关程序参数（维护检查

表、培训记录等）对报告进行调查。ＩＨＲ２００５规定的主管部门应

协调和建议责任方采取适当整改措施（修改水安全、管理、培训和

维护计划、告知潜在被影响人等）并确保补救行动计划有效并被

贯彻实施。

采样方案

必须只能由专业培训的人员进行采样。饮水微生物检测的

采样程序参见ＩＳＯ１９４５８。实验室应根据ＩＳＯ／ＩＥＣ１７０２５等国际

认可的技术标准对水样进行分析。实验室和各个国家之间的采

样方法和分析程序应具有可比性。常用饮水检测参数和标准值

的范例参见表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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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２　常用饮水检测参数和标准值的范例

参数 标准值 单位 备注

ｐＨａ ６．５～９．５ －

最佳ｐＨ值取决于使用的材料。ｐＨ值

大于８．０用氯达不到有效消毒并且证

明自产水可能无法充分矿化。应进一

步评估饮水质量。

温度，冷水ｂ ５～２５ 摄氏度

最好低于２０摄氏度避免军团杆菌繁

殖。如果高于２５摄氏度，存在军团杆

菌高度污染的风险。不达标时应检测

军团杆菌污染。

温度，热水ｂ ５０～９０ 摄氏度

为避免军团杆菌繁殖，热水储存和整

个管道系统内温度应保持在５５摄氏度

以上。不 达 标 时 应 检 测 军 团 杆 菌

污染。

导电性 － μＳ／ｃｍ 间接测量溶解固体总量

标准值（约值）：

未处理蒸馏：５０μＳ／ｃｍ

口岸水源水：５００μＳ／ｃｍ

海水：５００００μＳ／ｃｍ

导电性过低时应对管道腐蚀程度和腐

蚀释放的重金属进行评估。

硬度ａ

（碳酸钙）
＞１００ ｍｇ／Ｌ

硬度低于６０ｍｇ／Ｌ会带来高风险的铜

腐蚀。硬度过低应对管道腐蚀程度和

腐蚀释放的重金属进行评估。

浑浊度ａ １ ＮＴＵ 进行有效消毒时浑浊度应低于１ＮＴＵ。

大肠杆菌 ０ ｃｆｕ／１００ｍＬ ＩＳＯ９３０８－１／２：１９９０

ＨＰＣ
（２０℃时）

无异常

偏差
ｃｆｕ／１００ｍ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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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参数 标准值 单位 备注

ＨＰＣ
（３７℃时）

无异常

偏差
ｃｆｕ／１００ｍＬ －

军团杆菌 ＜１００ ｃｆｕ／１００ｍＬ

热水温度高于５５摄氏度并且冷水温度

低于２５摄氏度避免过多军团杆菌

繁殖。

铅ａ １０ μｇ／Ｌ －

铜ａ ２０００ μｇ／Ｌ
铜的浓度高于３ｍｇ／Ｌ时会引发剧烈

胃肠不适。

镉ａ ３ μｇ／Ｌ －

铁ａ ２００ μｇ／Ｌ －

镍ａ ７０ μｇ／Ｌ 饮水中的镍浓度通常低于２０μｇ／Ｌ。

锌ａ ３０００ μｇ／Ｌ －

游离氯ａ ＜５ ｍｇ／Ｌ

为有效消毒，ｐＨ值低于８时至少接触

３０分钟以后，游离氯的残留浓度至少

是０．５ｍｇ／Ｌ。

二氧化氯ｂ ０．０５ ｍｇ／Ｌ －

颜色 ＜１５ ＴＣＵ 无色

　　－，无；ｃｆｕ，菌落生成单位；ＨＰＣ，异养板计数；ＮＴＵ，散射浊度；

ＴＣＵ，真色色度单位
ａ　ＷＨＯ（２０１１）。
ｂ　ＩＳＯ１５７４８－１：２００２———船舶和航海技术———船上饮用水供应和船

舶结构———第１部分：规划和设计。

在确认采样的标准方案前，必须考虑到采样的两个原因：

 确认良好管理的标准监测

 疑似问题的详细检验。

出现疑似问题时，可以进行系统的全面评估或重点调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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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系统检查后应当进行采样。ＷＨＯ《关于检查与签发船舶卫

生证书的临时技术建议》（ＷＨＯ，２０１０）内有船上系统评估更加详

细的信息。实施监测时，标准的采样方案有助于提供可靠和具有

对比性的信息。

下列说明提供了如何选择采样点、确定检测参数的行动诱因

和采样的程序。

提前与样本分析实验室商谈所有的程序以避免出现误解。

如果船上生产水或从岸上供水，船舶水舱的水质可以说明水

源水质的情况。应当按照适当的程序直接从水舱上安装的有标

识的指定水阀采样，例如ＩＳＯ１９４５８目的“Ａ”：“用喷灯或适当的

消毒液（例如，７０％乙醇）对采样水阀消毒或杀菌，让水流出直到

温度稳定（或直接从水舱取水的话至少１０升）并且注满无菌采样

瓶”。

船上供人员使用的水，必须可饮用。如果需要了解配送系统

的影响，应检查最末端水阀，使评估人员了解潜在的最高风险。

这种水阀通常位于驾驶台。在此可以按照适当的程序额外采样，

例如ＩＳＯ１９４５８目标“Ｂ”：“去除通风装置，清洁水阀，用消毒液或

喷灯对水阀进行消毒或杀菌，流出一些水（约２～３升）并注满无

菌采样瓶。”

当水温介于２５至５０摄氏度之间时，存在高度军团杆菌污染

风险。主要风险是吸入被污染的气溶胶（例如淋浴时）。因此，一

个监测方案中至少要检查一个淋浴喷头。可以从同一个淋浴喷

头获取冷和热水样避免不必要的后续采样。ＩＳＯ１９４５８中没有规

定军团杆菌分析的采样但可以按照下列步骤操作：选择采样点

（例如淋浴喷头），不要拆除淋浴喷头和软管，不要对淋浴喷头或

软管进行消毒，打开冷水水阀，流出２～３升水，采样，测量水温，

让冷水流５分钟并且再次测量水温，然后关闭冷水水阀。打开热

水水阀，流出２～３升水，采样，测量温度，让热水流５分钟并且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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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测量水温，然后关闭热水水阀。除在一个淋浴喷头采样以外，

靠近加热器流送管和回流管的水样有助于了解是整个系统还是

仅仅单个淋浴喷头被污染。

发现积水或医疗区域固定装置维护不良的证据时，可以进行

绿脓杆菌检测。这种情况下，应当参考适当程序进行采样，例如

ＩＳＯ１９４５８目标“Ｃ”：“选择采样点，不要拆除通风装置或淋浴喷

头，不要对固定装置或淋浴喷头进行消毒或灭菌，打开水阀并且

立即采样。”如果船上爆发任何与水源微生物有关的疾病，对疑似

水阀采取同样的采样程序。

再次硬水过程中发现有任何故障证据时（例如预酸缺失、高

ｐＨ，低导电性，低硬度，水或接触水的表面颜色改变），应对水阀

内的溶解金属进行化学分析。可以采用两种不同方法：

方法Ａ：预先直接从一个水阀采样。通常可以使用容积为１升

的聚乙烯瓶。这种方法只需要一个样本但不会提供更

多的污染源信息。这种方法的缺陷是在采样之前，无法

获知水在管道内积聚的时间。

方法Ｂ： 建议船上负责人员采样前４小时实施下列程序：至少２０

分钟彻底冲洗选择的采样水阀（例如驾驶台）并且在下

次采样前（４小时内）关闭和避免误用水阀。

进行采样时，应当使用３个容积为１升的聚乙烯瓶。

瓶１：打开水阀并且立即注满瓶子。

瓶２：流出２～３升水，然后注满第２个瓶子。

瓶３：至少流水１５～２０分钟，然后注满第３个瓶子。

分析瓶１可以了解固定装置的影响情况；瓶２代表管道的影

响情况；瓶３说明水源情况。

如果与饮水接触的舱体涂层或其他材料导致水质不适于饮

用（例如化学气味），应当进行专门的化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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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船上或岸上采样时，由于向实验室运输途中水样会发生变

化，因此一些参数应当进行现场检测。这些参数是ｐＨ、游离氯浓

度、总体氯量、导电性、温度和浑浊度。应当记录这些数值，以及

采样方式和地点的详细信息。

为获得可靠和具有对比性的饮水装置卫生条件的信息，建议

在相同地点进行采样（例如，总是在舱体和从驾驶台）。

为在国际旅行的不同港口之间建立联系，建议用英文出具水

质分析报告。明确标明采样点并且清楚记录所有的分析结果。

应当考虑到在没有确认检测实验室是根据ＩＳＯ／ＩＥＣ１７０２５等适

合程序进行检测时，有些港口国家不会认可饮水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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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食　品

３．１　背景

本章重点探讨食源性疾病，包括与瓶装水和冰有关的疾病。

上一章（第２章）探讨了与船上饮水有关的疾病。

３．１．１　食品供应和运输链

食源性疾病的爆发与不安全的食品源有关。因此，首要预防

策略是寻找安全的食品货源。即使食品源是安全的，也需要制定

措施保证在随后的运输、储存、制备和供餐过程中仍然保持安全

的状态。了解船舶食品供应和运输链有助于明确食品在食用前

可能被污染的环节。

通常，船舶食品供应和运输链包括５个主要环节，存在着污

染物进入或在食品中繁殖的大量机会：

 进港的食品源；

 向船上储存点的食品运输；

 船上食品的储存和分发；

 食品制备和供餐，包括食品从业人员的烹饪和调制操作；

 乘客或船员个人食用的食品的处理和储存，包括外带食

品并将其存放在私人领域供随后食用。

３．１．２　与船上食品相关的健康风险

船上曾经出现过严重食源性疾病传播的报道。Ｒｏｏｎｅｙｅｔａｌ．
（２００４）对１００余例船上爆发疾病的调查发现２／５的报道是食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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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疾病。由于超过１／３调查病例无法确定具体的传播途径，食源

性传播的实际比例可能更高。Ｒｏｏｎｅｙｅｔａｌ．（２００４）调查提供了食

源性疾病实例的重要信息、以及可能病因，并且本章引用了这些

疾病案例。

重要的是，绝大多数被报道的食源性疾病爆发是由沙门氏菌

属、志贺氏杆菌属和弧菌等致病菌导致。细菌性感染的症状比较

常见的病毒性疾病或隐孢子虫感染更为严重并且持续时间更长。

这意味着食源性疾病的发病率更高，更凸显了传播途径的重

要性。

食源性疾病通常被称作“食品中毒”，被 ＷＨＯ定义为“因食

用或疑似食用食品导致的任何传染性或中毒性疾病”。这一定义

包括被认为由食品导致的所有疾病，而不考虑其表现的症状和体

征。这一定义包括腹泻或／或呕吐特征的急性疾病和其表现与胃

肠道无关的疾病，例如鲭毒素中毒、麻痹性贝毒中毒、肉毒中毒和

李斯特菌病。此外，这一定义还包括有毒化学物质导致的疾病，

但不包括已知的过敏和食品不耐受导致的疾病。注意“食源性”

是指可能的感染源，而不是症状和体征的性质。许多食源性疾病

的症状和体征也可以经由其他途径传播，例如人际和水源传播。

食源性生物危险因子包括细菌、病毒、真菌和寄生虫。这些微生

物通常与人体、食品制备区域的生食和害虫有关系。许多微生物

生存在食物种植的自然环境中。因此，生食中可能出现这些病原

体导致的污染。

一些蠕虫和原生寄生虫会污染食品。由于许多是人畜共患

病（可以感染许多种类的动物以及人类），所以肉和禽可以在源头

就被直接感染。有些疾病是通过粪－口途径传播，而有些是通过

食用被感染的肉传播。寄生虫感染通常与肉产品未熟或即食食

品被污染有关。有效的冷冻（具体条件依据食品和寄生虫特点确

定）可以杀死生食、腌制或半熟食品中的一些寄生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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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的种植阶段可能被意外地添加了化学污染物，可能是自

然条件下出现或者加工过程被意外添加———例如，误用清洁剂或

杀虫剂。自然条件下的化学物有霉菌毒素（例如黄曲霉毒素）、鲭

毒素（组胺）、鱼肉毒素、蘑菇毒素和贝壳毒素。

与船舶相关的食源性疾病爆发的某些致病危害因子参见表３

－１（Ｒｏｏｎｅｙｅｔａｌ．，２００４）。注意有些食源性疾病的爆发，可能无

法确定致病因子。

表３－１　船上食源性疾病爆发因子（１９７０年１月１日—２００３年６月３０日）

病原体／毒素 爆发数量 感染乘客和船员人数

产肠毒素性大肠杆菌 ８ ２６７０

侵袭性大肠杆菌 １ １５３

诺如病毒 ４ ８６６

弧菌属 ６ １２５９

沙门氏菌属（非伤寒） １５ １８４９

志贺氏菌属 ８ ２０７６

金黄葡萄球菌 ２ ３８０

产气荚膜梭菌 １ １８

环孢子虫属 １ ２２０

旋毛虫 １ １３

未知因子 ３ ３６０

　　来源：Ｒｏｏｎｅｙｅｔａｌ．（２００４）

导致船上食源性疾病爆发的因素包括：

 被污染的原材料

 温度控制不当

 热处理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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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感染的食物从业人员

 在厨房使用海水。

由于下列两个原因，细菌和真菌会构成重大风险：

 生和熟制食品可以提供丰富的介质并使这些微生物快速

繁殖。食物冷却后可以被再次污染，因此煮熟食品不一

定是安全的。

 真菌和细菌属的毒素相对耐热并且即使煮熟后仍会维持

在危险水平。

因此，即使烹饪也应尽量减少生食的污染程度。

与细菌和真菌不同，人体病原性病毒在活细胞外无法复制。

通常，它们不能在食品中复制而只能通过食品传播。而且，人体

感染的绝大多数食源性病毒仅限于人体宿主。因此被感染的食

物从业人员手不卫生或人粪导致的污染就成为主要的风险因素。

船上的非饮用水也会对食品污染构成其他风险。厨房只能

供应饮水，并且食品不能长期存放在室温中。

疾病爆发与症状前期、症状中期和症状后期的食品从业人员

有关，并且无症状的被感染者也会传播病毒。应当鼓励被感染的

食品从业人员报告症状，并且症状消失后至少４８小时才能恢复

工作。无需烹饪并裸露在外的食品，例如水果，如果可能被污染

应当丢弃。

船上空间和设施紧张会导致设施和设备不足，并且这会成为

一个致病诱因。例如，多种耐抗生素志贺氏杆菌４ａ爆发时，由于

厨房工作人员可以使用的厕所设施有限，可能给传染病通过食品

从业人员传播提供了机会（Ｌｅｗｅｔａｌ．，１９９１）。洗手和厕所设施

位置便利是食品卫生的先决条件。

３．１．３　国际卫生条例（ＩＨＲ２００５）

ＩＨＲ２００５包括成员国指定口岸发展核心能力的规定，例如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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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口岸设施的旅行者提供安全的环境，包括饮用水和餐饮点

（ＩＨＲ２００５附件１Ｂ１（ｄ））的能力。

根据ＩＨＲ２００５第２２（ｂ）、２２（ｅ）和２４（ｃ）规定，要求成员国采

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保证国际交通工具运营者保持交通工具无污

染源和感染源。主管当局有责任确保国际口岸的设施清洁卫生，

并监督交通工具上对被污染水和食物的清除和安全处理工作。

然而，每个船舶运营者有责任采取所有切实可行的措施保证

船上无感染源和污染源，包括水系统或食物供应在内。为此，就

用餐食品安全而言，在船上和口岸从岸上供应源到船上配送都应

当遵守这些标准。

３．１．４　食品安全方案概述，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点

食品法典委员会负责实施联合国粮农组织（ＦＡＯ）／ＷＨＯ联

合食品安全项目，其目标是保护消费者健康和确保食品贸易的公

平交易。食品法典是统一形式编写的国际认可的食品标准汇总。

它也包括旨在达成此目标的行业准则、指南和其他建议措施等形

式的建议性规定（ＦＡＯ／ＷＨＯ，１９９５，１９９７ａ，１９９７ｂ，１９９９，２００３）。

食品法典指南提供了本章将会涉及的基本食品安全方面的重要

信息。

ＩＬＯ制定的劳工标准也包括食品和餐饮要求以及商船资质

方面的要求。

食品安全方案（ＦＳＰｓ）被用于管理提供安全食品的过程。通

常，ＦＳＰ建立在风险分析和关键控制点（ＨＡＣＣＰ）方法论的基础

之上，ＦＡＯ／ＷＨＯ（２００３），ＩＳＯ（ＩＳＯ２２０００：２００５———食品安全管

理系统———对食品链上任何组织的要求）以及国家咨询委员会的

食品微生物标准（１９９７）中有详细论述。本文食品安全管理的基

础参考材料是 ＨＡＣＣＰ。可能还有部分实施 ＨＡＣＣＰ系统的其他

被认可的食品安全管理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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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ＦＳＰ通常建立在 ＨＡＣＣＰ原则和必要支持计划的基础

之上。ＦＳＰ旨在提供明确具体风险和控制措施来保证食品安全

的一个系统方法。应将ＦＳＰ作为一个工具来进行危害评估和建

立重点预防而非主要依靠成品检测的控制系统。ＦＳＰ可以允许

更改，例如更改船舶菜单、布局和设备；更新设备设计；改变加工

程序；或技术创新。ＦＳＰ的实施应当在风险对于人体健康影响的

科学证据指导下进行。实施ＦＳＰ除了强化食物安全以外，还有其

他重要作用，包括提供一个便于管理和注册机构检查和认证的框

架。成功实施ＦＳＰ需要管理人员和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和全面

参与。

作为ＦＳＰ组成部分的必要或支持计划通常包括：

 设计完善

 建造合格

 工作操作卫生

 培训厨师和食品从业人员

 原材料的品质保证

 按照相应食品安全法规要求操作

与船舶有关时，ＨＡＣＣＰ的核心步骤和原则将被简要描述。

重要的是考虑实施的背景条件并结合操作的性质和规模，在实施

ＨＡＣＣＰ的过程中保持灵活。

预备步骤

 步骤１组建 ＨＡＣＣＰ团队。船舶运营者应具备制定一个

有效的 ＨＡＣＣＰ计划所需要的知识和专业技能。明确

ＨＡＣＣＰ计划的范围。

 步骤２描述产品。进行全面的描述，包括储存条件。

 步骤３明确计划的初衷。可能必须考虑易感人群（例如

年长或怀孕妇女）以及过敏人群。

 步骤４制定流程图。流程图应涵盖任何特定操作的所有

９５３　食品　



步骤。

 步骤５现场确认流程图。ＨＡＣＣＰ团队应根据流程图确

认违规过程操作，并在必要时整改。

ＨＡＣＣＰ原则

 原则１：危害分析。团队应列出每个步骤的所有潜在危

害，进行危害分析和考虑控制已知危害的所有措施。危

害识别包括明确哪个危害如果消除或减少到合理水平对

于安全食品的制备至关重要。然后 ＨＡＣＣＰ团队必须考

虑如果有控制措施的话，是否可以处理每个危害。控制

某种特殊危害可能需要不止一个控制措施，并且一种具

体控制措施可能控制不止一种危害。进行危害分析时，

可能的话，应包括下列内容：

－　危害出现的可能性和健康影响的严重性；

－　危害出现的定性或定量评估；

－　关注的微生物的存活或繁殖；

－　食品中毒素、化学物质或物理因子的产生或延续；

－　导致上述情况的条件。

 原则２：确定关键控制点（ＣＣＰｓ）。ＣＣＰｓ是为保证食品安

全必须控制的食品制备和烹饪步骤。为解决相同的危害

可能实施不止一个ＣＣＰ控制。采取表明逻辑推理方法的

决策树有助于明确 ＨＡＣＣＰ体系中的ＣＣＰ。

 原则３：为每个ＣＣＰ设置关键限值。每个ＣＣＰ的关键限

值必须具体并在技术上可行。经常采用的标准包括温

度、时间和有效氯。

 原则４：为每个ＣＣＰ设置监测系统。监测是指对与关键

限值有关的ＣＣＰ的定期测量或观察。监测程序必须能够

检测到ＣＣＰ失控。而且，监测最好及时提供此类信息进

行调整来确保对程序的控制，避免超出关键限值。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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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下，当监测结果表明ＣＣＰ有失控的趋势时，应当进

行程序调整。如果不是持续监测，监测的总数或频次必

须足以保证ＣＣＰ正常。

 原则５：制定整改行动。ＨＡＣＣＰ体系里面的每个ＣＣＰ必

须都制定整改行动以便出现偏差时应对。行动必须确保

ＣＣＰ整改后正常。

 原则６：制定验证程序。验证和审核法，包括随机抽样和

分析可以确定 ＨＡＣＣＰ体系是否正常运行。验证频次应

当足以证实 ＨＡＣＣＰ体系有效运转。

 原则７：建立文件和记录保存。对于实施 ＨＡＣＣＰ来说，

有效准确的记录保存至关重要。文件和记录保存应与船

舶的性质和规模相符合。

培训方案应当定期审查并在必要时进行更新。设立系统保

证食品从业人员了解食品安全和适应性的所有步骤。

３．２　准则

准则部分向读者提供本章主题相关的信息及指导，明确责任

并列举控制风险的实例。列举了１３个具体准则（要达到并维持

的状态），同时每个准则还配有一系列指标（衡量是否符合准则）

和准则指导说明（实践中实施准则和指标的建议，强调确定行动

优先次序时需要考虑的最重要环节）。

本节的指导原则是确保食品在消费环节的食用安全。

准则３．２—３．１３可以作为准则３．１的组成部分。然而，考虑

到它们在确保船上食品安全方面的重要性，因此进行了详细

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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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１　准则３．１：食品安全方案

准则３．１———食品链上的每个环节都有食品安全方案。

准则３．１指标

在下列环节制定和实施ＦＳＰ：

（１）食品源。

（２）向船舶输送食品。

（３）船舶食品储存系统。

（４）船舶食品制备和供餐系统。

（５）船上消费者接触和储存过程。

准则３．１指导性说明

我们应当关注建立在 ＨＡＣＣＰ原则基础之上（按照３．１．４章

节），对于食品安全多重风险预警管理方法的现代应用，即ＦＳＰ。

正常烹饪可以杀死或抑制绝大多数导致食源性疾病的微生

物。然而，可以清除的污染物有限。烹饪并非总是有效，并且某

些危害因子可以在整个烹饪过程中存在（例如毒素）。而且，烹饪

后的食品也会被乘客和船员或鼠和昆虫等媒介再次污染。因此，

不能只依靠烹饪过程。

通过卖方承诺、仔细选择供货商、培训食品从业人员、最佳厨

房建造和严格个人卫生可以减少船上食品中毒的发生。生物危

害的控制措施包括：

 源头控制———即，控制微生物数量和水平，从保证原材料

品质，确保安全运输的供应商处获取原材料。

 温度／时间控制———即，正确控制冷冻和储存时间；并且

正确解冻、烹饪和冷却食品。客轮运营商应当考虑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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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为乘客打包外带食品或取消有隐患的打包外带食

品，以确保不超过温度／时间控制限值；

 交叉污染控制，包括直接（例如生和熟食之间直接接触导

致）和间接（例如使用相同器具接触生和熟食导致）接触；

 适当清洁和消毒，可以消除或减少微生物污染水平。厨

房的设计可以减少交叉污染的风险。船舶设计和维护人

员应当考虑船舶航运业的卫生便利和洗手设施的具体准

则。食品或食品制备区域里面或周围严禁使用海水或非

饮用水；

 个人和卫生措施。船舶应规定患经食物传播的传染病工

作人员不得从事任何食品加工相关工作。手上有割伤、

溃疡或擦伤的食品从业人员，在伤口未经处理和包扎的

情况下，不得加工食品。不得因为报告疾病而处罚工作

人员；相反，应当鼓励报告疾病的行为。预防食品从业人

员感染而导致的疾病爆发需要雇员们的配合，因为许多

食品从业人员为避免薪酬损失或处罚可能会隐瞒病情。

食品加工区必须设有急救箱，并且指定经适当培训的人员负

责急救安排。急救箱内的药品种类没有特殊规定，但至少应包括

塑封急救指南传单、各种尺寸独立包装的无菌敷料、无菌眼垫、独

立包装的三角绷带、曲别针、中号（约１２厘米×１２厘米）独立包装

不含药物的伤口敷料和一双一次性手套。

３．２．２　准则３．２：食品接收

准则３．２———接收时检查和确认食品处于安全状态。

准则３．２指标

（１）接收区域／空间不会藏匿危害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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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接收以前，检查和确认接收的食物处于安全状态。

准则３．２指导性说明

船舶运营商应采取所有切实可行的措施确保避免接收不安

全或不合适的食品。这意味着他们必须确保接收到的食品：

 没有污染；

 标识清晰；

 温度适宜并且抵运时状态良好（例如，食品加工厂标识为

冷冻并且冷藏运输的食品在被接收时应为冷冻状态）。

食品接收区域的物理设施应当：

 有光滑、无吸收性和可清洁的遮盖；

 维护完善并且状态良好；没有碎屑、裂缝、缝隙、渗漏、霉

菌、剥落等；

 没有闲置或多余材料（纸板、布块、纸张、消毒产品、塑料

袋、托盘、扫帚等）；

 有自然或人工照明，不会破坏食品卫生，不会改变颜色和

保证良好的工作环境；

 有正确遮盖和绝缘的电线装置；

 有通风系统，避免过热、避免形成蒸汽冷凝和聚集霉、烟

雾或烟。

食品接收区域必须用消毒剂清洁。严格按照消毒剂生产商

说明，包括浓度和接触时间进行操作。接收食品前应当立即进行

清洁。

食品不能放置在曾清除固体废物的区域。如果确实无法提

供其他场所，应当做出其他安排，并且在接收食品前应对该区域

进行清洁。

根据本指南第７章的规定，在此区域采取害虫管理综合

行动。

食品法典列出了接收食品时应当核实的温度和条件细节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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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表３－２列举了一些实例，尽管就目前要求来讲，应将食品法

典作为首要的信息来源。

表３－２　供船食品接收时的适宜温度和条件实例

品名 接收温度 接收条件

肉和禽类 ５摄氏度以下 来源经批准；盖有官方检验印章

颜色正常并且没有异味

包装干净并且状态良好

海鲜 ５摄氏度以下 来源经批准

法典推荐温度尽可能

接近零度

颜色正常并且没有异味

包装干净并且状态良好

贝类 ７摄氏度以下 来源经批准

法典推荐温度尽可能

接近零度

洁净、贝壳紧闭、没有破损

附有清晰的标签

甲壳动物

（未加工）
７摄氏度以下 来源经批准

洁净并且状态良好

甲壳动物

（切割或加工）
５摄氏度以下 来源经批准

洁净并且状态良好

乳制品 除非另有标识否则５
摄氏度以下

来源经批准

包装干净并且状态良好

全蛋 ７摄氏度以下 洁净并且没有裂缝

来源经批准

液蛋、冻蛋
和蛋粉

５摄氏度以下 巴氏杀菌

　　来源经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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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３　准则３．３：设备和器具

准则３．３———设备和器具适用于食品制备、食品储存和食品

接触。

准则３．３指标

设备和器具适用于食品接触和使用。

准则３．３指导性说明

与食品接触设备和容器的设计和制作可以保证其适当的清

洁、消毒和维护，避免污染食品。设备和容器必须采用无毒副作

用的材料制成。必要时，设备应当耐用、可移动或可拆卸以便进

行维护、清洁和消毒以及便于害虫检查。

根据食品操作的性质，准备适当设施进行食品制备、加热、冷

却、烹饪、冷藏和冷冻；监测食品温度；以及必要时，控制室温。为

保证食品安全，烹饪、加热、处理、冷却、储存或冷冻食物的设备必

须可以尽快达到所需要的食品温度。这些设备可以设计成允许

监测和控制温度。

盛放废物和不可食用或危险物质的容器必须特别标明、建造

合理并且在适当时，采用防渗漏材料制成。厨房内使用的废物容

器必须配有脚踏盖子、经常清空和容易清洁和消毒。

食品制备和供餐区域使用的所有冲洗设施、厨房设备、储存

容器、炉子和机罩以及所有食品接触表面的建造必须易于清洁和

消毒，并维护良好状态。

下列是可能需要考虑和评估其适用性的设备分类清单：

 乘客和船员厨房设计加入的鼓风机组；根据船舶吨位，机

组的用途以及制冷机与存储和供餐区域之间的距离可能

需要不止一个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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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可能多的区域配备食品制备槽（例如在所有的肉、鱼和

蔬菜制备间；在冷冻食品储藏室；人员冲洗或浸泡食品的

其他区域）；除食品制备槽外，还可能使用蔬菜自动洗

涤器；

 食品产品的储存柜、架、支架和食品储存、制备和供餐区

域的设备，包括吧台、食品储藏室和与侍者托盘有关的

储存；

 从汤壶、蒸锅、蒸煮锅、倾斜锅或冰桶等烹饪设备分发食

品区域的便携式餐桌、推车或托盘；

 长柄勺、铁铲、搅拌器和铲等大件物品的储存柜或架子；

 容易清洁和符合食品接触标准的刀柜。

 碗碟储存和分发柜；

 工作空间充足的食品制备台；

 自动饮水器；

 清洁柜。

根据设施大小和与中央清洗设施的距离，面包房、冷库和其

他制备区等常用区域可能需要配备带有预洗槽的３格水槽，或有

嵌入托盘和喷淋的４格水槽。所有食品制备区域可能都需要位

置便利的３格器具冲洗槽或带有垃圾槽和预洗软管的洗碗机。

通常饮料或调味品分配设备需要在桌面上配有可拆装的排

水盘或内置排水管。散装牛奶分配器应配有可拆装的排水盘以

便清洁有潜在危害的溢出牛奶。在需要再次充填的饮料站或饮

水机及丢弃冷热饮、冰淇淋、果子露等液体的区域需要配备实用

水槽。浸水槽最好配置自来水和适当的排水管。洁净的储存区

域应足以容纳食品制备过程使用的所有设备和器具，例如长柄勺

子和刀片。

所有安装的设备应将食品和洗涤水排放引入甲板排水孔或

甲板槽，而不是直接或间接排到甲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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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冰桶、食品展示架和其他类似的食品和冰储存设施时，

最好使用密闭门或类似的保护罩避免污染储存的产品。

台面开口和供餐区域、双重蒸锅、冰桶和其他投入式食物和

冰储存设施的边缘必须有凸缘或高于台面开口周围的镶边５毫

米以上以进行保护。

３．２．４　准则３．４：材料

准则３．４———材料适于接触食品和防止食品污染。

准则３．４指标

（１）接触食品的材料适于此用途。

（２）不接触食品的材料适于防止食物污染。

准则３．４指导性说明

１．食品接触区域

食品接触表面的材料应当适用———例如，抗腐蚀、无毒、无吸

收性、易于清洁、光滑和耐用。尤其是接触食品、油脂、油或类似

烹饪媒介等的加热器具。切菜板应采用适当材料制成，例如相当

于或优于硬木。如果使用被认可和列举的食品接触表面或容器

以外的材料，安装前应咨询相关公共卫生机构。通常，除非采用

适当的涂料，否则不建议有涂层的表面接触食品。

２．非食品接触区域

非食品接触表面使用的材料必须耐用和容易清洁。粘结非

腐蚀性材料的焊接材料必须进行挑选，确保焊接区域具有抗腐蚀

性。表面涂层和油漆应当符合使用目的并且没有毒性。

除清洁预留的适当空间以外，所有永久性或固定设备安装和

建造时必须使用防水板，避免邻近装置或其他设备形成隐藏的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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隙。例如，在最低水平框架构件和甲板之间的支架设备下方建议

至少留出１５厘米的间隙。

除非是便携式，否则台面上的设备必须密封在桌面上或安装

在支架上。同时，为便于清洁，台面上的设备应留有足够的空隙，

通常最低水平构件和台面之间至少是７．５厘米。同时也要在包

括饮料设备在内的台面设备后面留有清洁通道。

炉灶和冰箱等密封设备后面和舱壁之间的空隙，应由物体的

总长度决定。例如，对于６１厘米长的设备，适当的空隙可能是１５

厘米；对于更长的设备，空隙可能相应增加，长度超过２．４５米的

设备的最大空隙是６１厘米。如果可以从设备和舱壁之间空隙的

一侧进入，上述空隙可以减半，最小空隙可以是１５厘米。

如果两种设备，例如烤箱和炉灶位置相邻，两者之间的距离

应足以进行清洁。否则，可以用密合防水板有效地封闭两者之间

的空隙。

在底座或围板上安装设备时，至少在后甲板上保留至少１０

厘米的适当分隔距离。必须用水泥或无缝焊接将设备密封到底

座上。设备高于底座不能超过１０厘米。为避免可能聚集害虫，

建议沿着底边完全密封设备所有的突出部分。

安装设备时，没有留出上述建议的适当空隙时，可以有效密

封设备下面、周围和后面的空间并与甲板和／或舱壁密封。缆绳、

管道或烟筒开口等穿透设施必须配备国家相关卫生管理部门批

准材料制成的密封圈。

固定安装设备的电线必须用耐用和可清洁材料包裹。专用

空间以外或可能被喷溅或污染区域不建议使用编织或织成的不

锈钢电缆。调整台上设备的电线长度或固定电线防止电线掉到

台面上。

其他舱壁或舱壁上安装的设备，例如电话、对讲机、电控板或

出线盒必须密封在舱壁或舱壁板上。此类物品必须远离食品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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溅区域。

电线、蒸汽管道或水管穿过甲板、舱壁或顶甲板的嵌板或贴

砖的所有区域，包括专用空间或工作表面应当密封。尽量减少裸

露在外的管道数量。

３．２．５　准则３．５：设施

准则３．５———设施适于安全的食品制备和供餐。

准则３．５指标

（１）水和冰达到饮用品质。

（２）清洁和消毒设施充足。

（３）适当通风并且其设计能够避免食品污染。

（４）照明充足允许卫生的食品加工。

（５）储存设施充足并且提供安全的食品储存。

（６）食品接触区域卫生。

（７）非食品接触区域的设计可以避免食品污染。

准则３．５指导性说明

１．水和冰

为保证食品的安全和适应性，必要时需要有充足的饮水供

应，并配有适当的储存和配送设施。非饮用水（例如海水）必须有

独立的系统并且除非必要，如第２章所述，不得向厨房供应。

接触食品或饮品的冰应用饮水制成。必须与当地卫生部门

核查岸上来源，并且从岸上向船舶运输冰的过程必须保持卫生。

运抵船舶时，应采取卫生方式处理来自岸上的冰，工作人员应穿

戴干净衣物、手套和靴子。冰必须储存在干净的储藏室内，并用

甲板板材或类似设施抬高使其能够排水和空气自由流通。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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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的冰应采用卫生的方式处理和储存。

２．清洁和消毒设施

为保证食品安全，建造食品、器具、设备和设施的清洁和消毒

系统时必须采用相应的设计标准。这些设施应有充足的热和冷

饮水供应。

３．通风

适当的自然或机械通风有助于保持安全的食品加工。设计

和建造通风系统时必须保证空气不会从被污染区域流向干净区

域，以便可以适当维护和清洁。通风终端的百叶窗或通风口必须

可拆装清洁。尤其需要注意：

 尽量减少对食品的空气污染———例如，气溶胶和冷凝

液滴；

 控制室温；

 必要时，控制湿度。

４．照明

自然或人工照明充足能够保证卫生的工作操作。照明强度

应根据工作性质设定。照明装置应有保护，如果出现爆裂不会污

染食品。

５．储存

远洋船舶上的物资储存不当是一个危害，由于物资经常被搭

载长达数个星期或甚至数月，并且船舶会受到极端天气的影响。

没有包装的情况下储存，尤其是冷藏储存，可能会对物资造成不

良影响。

储存设施的类型取决于船上食品的种类。必须提供设施以

便储存食品、原料和非食用化学物（例如清洁剂、润滑剂和燃料）。

食品储存设施的设计和建造必须：

 允许适当维护和清洁；

 避免害虫进入和藏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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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储存期间可以有效防止食品污染；

 提供尽量减少食品腐坏的环境（例如，通过温度和湿度控

制）。

６．食品接触区域

食品接触表面应当没有缝隙、裂隙或缺口并且容易清洁。通

常不允许有裸露在外的建造配件（例如螺栓和螺母）。必须采用

曲率半径建造与食品接触表面周围连接的转角，便于清洁，转角

至少３毫米。食品接触表面的凹内角，凹半径必须便于清洁，至

少１．６毫米。

食品区域必须防止润滑剂或其他外来或异物的渗漏或渗出。

在裸露存放食品的区域，通常其正上方的设备表面不使用隔音或

防水底涂层材料，因为这种材料可能会有潜在危害。

与食品接触的抽屉和桶必须可拆装和容易清洁。没有开裂

缝隙或裂缝并且四面光滑。未包装食品或饮料的盖子、镶边或容

器必须可拆装或容易清洁。

７．合适的非食品接触区域

裸露在外的非食品接触表面应当没有开裂缝隙、裂隙或缺

口，以便减少食品污染的风险。设备外罩或组成部件必须密闭，

以防食物、液体或灰尘进入及藏匿昆虫。如果搅拌器、冰箱、压缩

机和类似设备带有孔洞或圆顶天窗，除常规清洁以外，还应包括

可拆装的检查孔或嵌板。

安装甲板表面的设备时，基座与甲板（密封孔洞和连接处）必

须齐高或设备最低水平框架构件和甲板之间至少留出１５厘米空

隙。在独立工作台或边缘墙板上安装设备时也是同样的。设备

外罩上安装的控制机制、连接和其他部件的设计和安装必须避免

进入灰尘和媒介，以及形成可能妨碍正常清洁和检查的死角。甲

板水平面以上支撑设备的基座、边缘墙板或升高的工作台，如果

留出落脚空间，距离不得大于甲板上设备最低框架构件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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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脚空间最少高度是５厘米。围蔽场所，例如柱子、垂直支撑和

支架，必须密封避免进入媒介。

食品储存柜上方的水平孔洞必须用围板保护四周。从柜体

表面或溢流平面测量，围板至少５毫米高。除非孔洞带有残渣阻

隔，否则工作台或碟台与食品残渣和垃圾容器之间的孔洞在桌面

下方可以安装一个至少延伸出１．２５厘米的防水磨低边。食具

柜、桌子和架子顶端等水平表面的暴露边缘在剪切边和框架角之

间可以带有至少２厘米空隙的磨低边或回油板，或完全封闭。

蒸气锅、炉灶和其他烹饪器具的外罩应有光滑、容易清洁的

内壁。如果有沟槽，其设计和规格必须易于清洁。如果使用过滤

器，安装时必须将凝结液直接引入沟槽。隔板、风向标、风门和其

他空气调节设施必须触手可及或可拆装。烹饪炉灶上的围板必

须可拆装和容易清洁。

食品舱内裸露在外的制冷剂线圈必须是无翅片类型并允许

彻底清洁。鼓风式或翅片式蒸发器必须密封或遮盖，避免食物喷

溅和冷凝。封闭式制冷蒸发器必须配有冷凝排水管。水冷装置

中的制冷剂和水盘管必须可以用毛刷清洁并且能够冲洗和排干。

厨房和厨房设备的拉门必须可拆装并且其滑轨没有死角。

较低滑轨必须在末端开槽以便清除灰尘和残渣。设备门，无论是

滑动还是折页式，都应避免在死角处有间隙。如果在绝热门上使

用垫圈，必须容易清洁和更换并且贴合紧密。门闩和其他固定设

备不能存在孔洞，害虫和残渣会通过孔洞进入轨道、门板或设备

的其他部件。门闩、折页和其他硬件必须采用光滑、容易清洁的

材料制成。

菜板必须可拆装进行清洁或无需移动即可清洁。菜板必须

没有开裂缝隙或裂隙并且四面光滑。抽屉和桶必须可拆装和容

易清洁。

绝缘材料必须防止渗漏和冷凝。必须安装防水板避免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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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残渣或碎片。

蒸汽壶等设备周围的围板必须密封防止渗漏、下渗和进入媒

介并且配有可拆装滤网的排水管。排水管必须位于该区域内的

最底部。厨房和水槽设备的排水应具备下列规格：

 水槽：直径至少３．７５厘米

 蒸汽保温餐桌和双重蒸锅：直径至少２．５厘米。

必须安装包括水阀在内的裸露在外的水平排水管，适当清洁

地板区域。排水管的位置不得高于食品储存、制备或供餐区域。

为避免污染，蒸汽保温餐桌、水壶和其他槽类设备的进水口

必须位于进水口直径２倍的最小安全距离，任何情况下在溢流边

缘以上不少于２．５厘米。如果进水口下方需要有供水线，应当正

确安装经认证的真空断流器。

作为假底的搁架必须可拆装或固定以避免进入食品碎片和

媒介。银制容器必须可拆装并且其设计和组装允许消毒或杀菌

后进行清洁。冰淇淋勺的浸水槽缘框上方的进水口必须有自来

水，并且采用光滑、无缝的材料制作。

３．２．６　准则３．６：储存、制备和供餐区域

准则３．６———适于食品安全储存、制备和供餐的区域。

准则３．６指标

（１）该区域容易清洁和消毒并且不会藏匿危害。

（２）储存温度不会促使微生物致病菌繁殖。

（３）即食食品与生食分开。

（４）所有食物与污染源隔离。

准则３．６指导性说明

储存、处理和制备食品或饮品及清洁和储存餐具的甲板、地

４７ 　船舶卫生指南



板必须容易清洁、维护并随时检查。表面必须光滑并且维护

良好。

为遵守良好操作，粮食储存室、进入式冷藏间和冰箱和传输

带应使用坚固、耐用、没有吸收性的铺板（例如冷藏储存室内的瓷

砖或花纹板波纹不锈钢板）。虽然最好是不锈钢，但储藏室通道

和干货仓库区也可以使用彩色钢甲板。进入式冷藏室和冰箱内

建议采用密封不锈钢舱壁，并用不锈钢包门边。储藏室通道和干

货储存区可以使用涂漆钢。推荐采用浅色以便凸显灰尘。如果

会在这些区域使用叉车，应使用强化不锈钢板避免变形，并且在

舱壁安装缓冲保护器以避免损坏。舱顶上安装的电缆槽、管道或

其他难以清洁的舱顶设备建议密封或完全封闭舱顶。舱壁和甲

板的所有连接处应是凹圆边（例如半径１０毫米）并且密封。

船上厨房、食品制备室和食品储存室的甲板应采用坚固、耐

用、无吸收性的防滑材料制成。甲板和舱壁接口以及甲板和设备

基座交界处应安装半径至少１０毫米的耐用凹圆线，或大于９０度

角的开放设计。如果安装的话，不锈钢或其他凹处必须厚度足以

耐用，并且不锈钢甲板嵌板必须用抗腐蚀焊接密封。所有甲板瓷

砖必须采用耐用、防水的灌浆材料密封。

在柜橱、柜台或冰箱下面的专用空间，甲板必须耐用、无吸收

性、表面容易清洁，例如瓷砖或不锈钢。不建议使用涂漆钢或水

泥甲板。管道和其他物品穿过甲板形成的所有间隙必须密封。

包括门、门框和柱子在内的舱壁和舱顶必须采用高品质的抗腐蚀

不锈钢建造。规格足以使嵌板在正常情况下不会弯曲、收缩或剥

离。对于必须密封的大于１毫米却小于３毫米的缝隙，通常使用

适当的密封剂。舱壁和舱顶缝隙过大无法密封时（大于３毫米），

建议使用不锈钢波形条。与设备连接的所有舱壁应具有足够的

厚度或强度，在不破坏嵌板质量和建造的情况下允许使用紧固件

或焊接。实用管线连接位于不锈钢或易清洁的供餐管道上，供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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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远离舱壁易于清洁。采用连续或间断焊接和抛光将后挡板

附件与舱壁密封。使用密封剂使后挡板附件防水。管道和其他

物体穿过舱顶和舱壁的所有空隙必须密封，包括专用隔间。

对于供餐区域，建议保证所有的自助餐流水线采用坚固、耐

用、非吸收性台面，宽度适当，从供餐台边缘或托盘梁边缘测量至

少１米。餐厅供餐台可以采用坚固、耐用、非吸收性台面（例如密

封的花岗岩或大理石），与供餐台工作侧的边缘至少保持６１厘米

的安全分隔距离。供餐台后面、设备下面以及专门空间的甲板必

须采用坚固、耐用、非吸收性材料（例如瓷砖、环氧树脂或不锈钢）

制成。不推荐使用涂漆钢或水泥甲板。必须采用至少１０毫米半

径或大于９０度角开放设计的耐用凹处作为甲板和舱壁交界以及

甲板和设备基座之间连接的组成部分。如果安装的话，不锈钢或

其他凹处应有足够厚度耐用并且安全安装。只在工作人员、船员

或船长用餐区域建议使用耐用油地毡块或乙烯基甲板覆盖物。

舱壁和舱顶可能用装饰瓷砖、压型金属板或其他坚固耐用的抗腐

蚀材料建造。在这些区域不需要使用不锈钢。然而，使用的材料

应当容易清洁。管道和其他物体穿过甲板形成的所有空隙应当

密封。

储存、制备或处理食品和饮品或储存或清洁餐具的区域的舱

壁和舱顶表面应光滑、坚固、浅色、可清洗。必须遮盖保温纤维或

类似材料以防止保温材料的颗粒落到食品上。布料或石膏表面

通常不是合格的保护材料。舱顶或食品加工设备上不建议安装

纤维空气过滤器。厨房、食品储藏室、洗涤室和其他食品处理或

储存区域不建议使用穿孔吸声材料。如果可以防止材料颗粒经

孔洞和缝隙落到食品上，可以在用餐区域使用。

食品储存、处理、制备或供餐或餐具清洗区域无遮盖的舱顶

里面的管道，如果形成冷凝必须进行保温。污水或其他液体废物

的排放管线不可直接经过或水平经过食品制备、供餐或储存或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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涤器具的区域。出现这种排水管线时，不能有清除塞子和凸缘，

或者必须有塞子和凸缘时应当密封焊接。但是在管线不会向食

品或餐具泄露、滴漏或喷洒非饮用液体的位置，可以允许例外。

排水管可以经过保温冷藏区域。

３．２．７　准则３．７：厕所和个人卫生设施

准则３．７———食品从业人员拥有足够的厕所和个人卫生设

施。

准则３．７指标

（１）食品从业人员拥有足够和位置适宜的厕所。

（２）食品从业人员拥有足够和位置适宜的洗手和干手设施。

准则３．７指导性说明

１．厕所设施

食品从业人员使用的适宜厕所设施必须位于食品制备区域

附近，以便鼓励保持个人卫生和环境卫生。在较小的船舶上，船

员可能共享这些设施。这些设施在任何时候都应当开放使用。

为避免污染，厕所房间不可直接面向食品制备、储存或供餐区域。

如果厕所房间直接面向此类食品区域，厕门应当紧闭和可以自动

关闭。可能的情况下，厕所房间和食品区域之间应当留出通风

区域。

２．洗手设施

厕所里面或附近必须安装合适的洗手和干手设施。厕所房

间应配有冷热出水的单个混合出水口、一次性纸巾或毛巾布分配

器、适宜的肥皂或消毒剂以及张贴在洗手池上方的标语，例如“厕

后洗手－厕前和厕后冲洗水池”。在邻近厕所门的舱壁的显著位

置张贴要求人员厕后洗手的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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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区域也可以安装类似的洗手设施，在洗手池上方张贴相

应的标语：

 主厨房：根据距离、分区、空间大小、从业人员数量以及其

他不利因素，可能需要增加洗手池来方便使用。

 独立厨房、食品储藏室、面包区、屠宰区、蔬菜制备室和洗

涤室：如果使用方便的话，一个洗手池可以供多个此类区

域使用。

当食品从业人员在处理食品和厕后使用同一个普通洗手池

时，必须张贴上述标语。当船上食品从业人员的房舱有洗手设

施，在食品加工区域可以方便使用时，食品加工区域不需要添加

额外设施。在这种情况下，食品从业人员可以使用自己的毛巾

布。不能在洗涤室水槽、污水槽、洗衣盆、洗碗槽和类似设施里面

洗手。只要水温加热至７７摄氏度就可以使用洗手池的冲洗水。

洗手池的冷水供应只能使用饮用水。

应当安装好设施鼓励良好的个人卫生和避免食品污染。厨

房周围的设施包括：

 卫生冲洗和干手的合适方法，包括洗手池和冷热水供应；

 带有卫生设计洗手池的厕所，厕所不直接面向厨房或其

他食品加工区域；

 洗手池提供适当的肥皂和干手设施；

 适宜的人员更衣设施，包括衣物储存的适宜设施。

３．２．８　准则３．８：洗碗

准则３．８———具备充足和有效的洗碗设施。

准则３．８指标

（１）洗碗设施充足并可以安全和有效洗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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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洗碗产生的废水不会再次污染洗涤水。

准则３．８指导性说明

１．洗碗设施

某些区域建议使用预洗的冲洗软管。如果水槽被用于预冲

洗，可能需要配备可拆装的滤网。

所有洗碗机的部件，包括包封的碎浆机接线，必须至少在甲

板以上１５厘米以便排水。

必须安装可拆装的不锈钢防溅板来保护碎浆机和专用区域。

磨锥、碎浆机桌子和放置碗碟的桌子必须采用无缝焊接的不锈钢

制造。放置洗碗设备的平台必须采用不锈钢制造，避免使用涂

漆钢。

洗碗机的设计和尺寸必须符合使用目的并且按照生产商说

明安装。使用化学消毒剂的洗碗机必须安装提示设备，当需要添

加化学消毒剂时该设备可以发出音频或视频的提示。

洗碗机应安装便于查看的读数式数据盘。数据盘可包括机

器的设计和运行参数：

 洗涤、冲洗和消毒要求的温度；

 除非机器设计为泵压冲洗消毒，否则淡水消毒冲洗时应

当加压；

 传送机的传送速度或固定架机的循环时间；

 化学浓度（如果使用化学消毒剂的话）。

带有洗碗区的主厨房、船员厨房、露天厨房和其他整体厨房

必须配备有一个独立预洗台的３格洗碗槽。肉、鱼和蔬菜制备区

域，必须至少有一个３格水槽或带有一个预洗台的自动洗碗机。

水槽的大小必须足够浸没在该区域使用的最大件设备。水槽应

有无缝焊接的内凹角。洗碗机洗涤和冲洗槽应安装隔板、隔帘或

采取其他方式尽量减少洗涤和冲洗槽内溶剂的交叉污染。流经

式洗碗机比橱柜式的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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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水消毒水槽（可以使用卤素作为消毒步骤）必须安装使用

和读取方便的可读式温度计、长柄不锈钢丝篮或其他存取系统，

以及带有控温阀的加套或螺旋蒸气管，用以控制水温。

必须有足够的搁架储存脏的和干净的器具。例如，储存脏的

器皿必须约占干净器皿储存体积的１／３。必须使用实心或管状搁

架或支架。实心的高架搁架必须设计成从两端向下面的过渡台

排水。

应当适当通风避免舱顶或邻近舱壁出现冷凝。洗涤设备上

安装的所有过滤器都应当容易拆卸清洁。

２．餐厨垃圾处理

在食品制备的所有区域都需要有适宜的空间放置垃圾桶、垃

圾磨碎机或制浆系统。食品储藏室和酒吧可以选择安装餐厨垃

圾磨碎机。

对于存放使用过和脏的盘碟并且安装了制浆系统的桌子，碎

浆槽应当横贯整个桌子并向制浆机倾斜以便处理残渣。桌子后

面的边缘必须与舱壁密封或在桌子和舱壁之间留出４５厘米的足

够空隙。这种桌子必须设计成排出废液和避免污染周围表面。

为避免水聚集，干净的桌子应安装横贯桌面的沟槽并在机器

出口处配有排水管，并且向排水孔倾斜。如果第一个沟槽不能有

效去除整个桌子聚集的水，必须安装第二个沟槽和排水管。排水

管线必须尽量的短，可能的话，排水管线必须在没有角度的垂直

管线里面。

必须采用下列布局避免洗涤水喷溅的冲洗水过量污染：

 带有排水管的横贯台面的沟槽分割洗涤槽和冲洗槽；

 在洗涤和冲洗槽之间的水槽溢流边缘上面，有超过１０厘

米高度的防溅板。

 洗涤槽内的溢流排水管线至少在溢流水位以下１０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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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９　准则３．９：食品安全储存

准则３．９———具备安全的食品储存系统。

准则３．９指标

（１）储存的温度不会导致微生物致病菌繁殖。

（２）即食食品与生食隔离。

（３）所有的食品与污染源隔离。

准则３．９指导性说明

１．温度

食品温度控制不当是船上食源性疾病和食品腐坏的最常见

原因之一。在客轮上，同时为大量人员制备多种食品，也增加了

食品处理不当和温度异常变化的风险。例如，一些食品从业人员

制作了大量的糕点以后，邮轮上爆发了葡萄球菌食物中毒。这使

得葡萄球菌有机会传播到糕点上。长时间处于温暖的温度会产

生肠毒素。

在大规模的餐饮区，通常需要提前几个小时准备食品并将食

品冷藏，放在保温装置中或甚至室温下。如果严格控制程序并且

储存温度保持在不会滋生细菌的水平，就可以有效地控制危害。

在温度对食品安全和适用性至关重要的区域，船舶运营商必须采

用可以有效控温的系统。适当时，船员必须定期检查温度记录设

备并检测其准确性。

应当使用内置温度计来测量冰箱和冷藏库里面的温度。所

有冷藏设备里面应有足够的货架避免食品堆叠并保持适当通风

和清洁。食品储存适宜温度的实例参见美国疾控中心的《船舶卫

生方案》和食品法典委员会特别提到的客轮和邮轮食品储存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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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文件。这些文件会被定期审查，并且船舶运营商应参考最新

版本。

当食品，尤其是肉或禽类的大骨节位置，未煮熟或解冻不彻

底，烹饪时间过短和温度过低时，沙门氏菌和其他细菌可能存活。

后期储存不当会导致微生物繁殖并且带来重大风险。烹饪前，肉

和禽类的大骨节必须解冻。应当采取预防措施快速冷却煮熟的

食品和立即冷藏不烹饪的食材。

２．生食和即食食品隔离

病原体可以通过直接接触或由食品从业人员、接触表面或空

气从一种食品传播到另一种食品上。船上厨房的空间有限，无法

明确的分隔生和熟食。

生食，尤其是肉，应从物理或时间上与即食食品有效隔离，期

间有效清洁，并且适宜时进行消毒。处理完生食以后，必须彻底

清洁表面、器具、设备、设施和装置，必要时进行消毒。

３．食品与污染源隔离

必须具备预防食品污染的系统，尤其在维修后，防止机器上

的玻璃或金属碎片、灰尘、有害烟雾和无用化学物等异物污染

食品。

３．２．１０　准则３．１０：维护、清洁和消毒

准则３．１０———制定全面的维护、清洁和消毒方案。

准则３．１０指标

具备全面的维护、清洁和消毒方案。

准则３．１０指导性说明

维护、清洁和消毒方案可以确保正确清洁设备的所有部位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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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包括对清洁设备的清洁。必须持续有效的监督清洁和消毒方

案的适用性和效果并且必要时进行记录。

清洁可以去除可能成为污染源的食品残渣和灰尘。根据船

舶餐饮类型和船舶吨位确定必要的清洁方式。清洁后可能有必

要进行消毒。应当根据生产商说明小心接触和使用清洁剂。清

洁剂应与食品隔离，储存在清楚标识的容器内避免污染风险。厨

房和食品区域以及设备应维护良好状态和条件：

 便利所有的清洁和消毒程序

 尤其是关键步骤，按计划运转

 避免污染食品（例如残渣和化学物）。

必须采用物理方法进行清洁，例如加热、擦拭、紊流、吸尘或

其他不使用水的方法；或化学方法，使用洗涤剂、碱或酸；或结合

使用物理和化学方法。清洁过程可能涉及：

 去除表面的碎屑

 使用洗涤剂溶液去除灰尘和细菌膜

 用饮水冲洗掉表面灰尘和洗涤剂残留

 必要时，进行消毒。

采用书面清洁方案时，可能规定：

 需要清洁的区域、设备和器具

 使用的清洁材料，设备和化学物

 具体任务负责人

 方法，包括设备的拆除和重装

 安全注意事项

 清洁和监测的频次

 需要达到的标准。

此外，根据特殊区域的使用和要求（例如管道和提取系统），

有时可能需要进行深层清洁，例如每隔６个月或每年进行一次。

也可能有环境清洁方案，以及适当对清洁材料进行清洁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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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杀虫剂喷洒期间，应遮盖所有食材、器具和食品制备和清

洁设备以避免被有毒物质污染。必须严格遵守杀虫剂的使用说

明（参见第７章）。

３．２．１１　准则３．１１：个人卫生

准则３．１１———食物从业人员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

准则３．１１指标

（１）所有的食品从业人员应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

（２）潜在危害条件下的已知被感染食品从业人员不得接触

食品。

准则３．１１指导性说明

个人卫生不达标，或身患某种疾病或状况的船员，包括维护

人员在内，可以污染食品并且将疾病传染给消费者。

１．食品从业人员的卫生

食品从业人员应保持高度的个人卫生，适当时，穿戴相应的

防护服，头套和鞋套。当允许工作人员继续工作时，切伤和伤口

必须用适当的防水敷料包扎。

防护服应是浅颜色，没有外口袋并且不是整个罩衫，因为这

种罩衫在上厕所时会因拖地而被污染。有些食品加工环节可以

使用一次性手套；然而，手套可能会被误用并且给食品从业人员

一种卫生安全的错觉。

工作人员应洗手确保食品安全，例如：

 在开始加工食品时；

 上完厕所后立即洗手；

 接触生食或任何被感染材料后，这会导致污染其他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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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从业人员应当避免接触即食食品并戒除导致食品污染

的行为，例如：

 接触钱币

 吸烟

 吐痰

 咀嚼或进食

 朝没有遮盖的食品打喷嚏或咳嗽。

如果珠宝、手表、别针或其他物品等个人物品会危害食品安

全，那么就不得佩戴或带进食品加工区域。

２．食品从业人员的疾病

已知或怀疑船员患有或携带可能通过食品传播的疾病，如果

存在污染食品的可能性，不允许他们进入任何食品加工区域。任

何被感染人员都应立即报告疾病或症状。在食源病毒肠胃炎爆

发的一起疫情中，６名食品从业人员患病，但是为了保住工作，他

们都不愿意报告感染情况。疫情调查表明来自２处自助餐的新

鲜水果沙拉。这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食品从业人员由于害怕

被处罚而可能不承认患病。即使疾病症状缓解，人员会仍然具有

感染性，或可能再次出现症状。因此，理想状态下，症状消失后食

品从业人员至少４８小时不能开始工作。事实上，由于人员可以

长达数个星期具有感染性，这一建议完全具有可行性。因此，应

鼓励近期患病的食品从业人员采取额外的预防措施。

应当向管理部门报告，考虑医疗检查和／或停止接触食品的

情况包括：

 黄疸

 腹泻

 呕吐

 发烧

 咽喉疼痛并伴随发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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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嗽

 明显的皮肤感染损伤（脓肿、割伤等）

 耳朵、眼睛或鼻子有分泌物。

必须询问新雇佣的食品从业人员健康状况，并且在离岗一段

时期以后，必须询问其健康情况。询问的问题参见《商业食品从

业人员管理指南和最佳操作规范》（英国食品标准署，２００９），其中

列举了雇佣新的食品从业人员或食品从业人员上岸后重返工作

岗位时需要询问的问题。

３．２．１２　准则３．１２：培训

准则３．１２———对食品从业人员进行适当食品安全培训。

准则３．１２指标

具备全面的食品从业人员培训方案。

准则３．１２指导性说明

食品制备或直接或间接接触食品的从业人员应接受相应从

业水平的食品卫生培训和／或指导。

食品卫生培训十分重要。所有工作人员应意识到自己在预

防食品污染或变质方面的角色和职责。食品从业人员应具备必

要的知识和技能使其能够卫生的处理食品。接触强力清洁剂或

其他潜在危害化学物的人员必须接受安全操作技能的培训。其

中包括进入食品处理区域工作的维护人员。这类人员没有必要

接受全面的食品卫生培训，但他们应了解与自身工作相关的卫生

问题。

必须定期评估培训和指导项目的效果，同时进行常规监管和

检查保证项目的有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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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加工的管理和监管人员应掌握食品卫生原则和操作的

必备知识，能够判断潜在风险并采取必要的补救措施。更多高级

培训课程是关于包括 ＨＡＣＣＰ在内的管理和体系。

３．２．１３　准则３．１３：餐厨垃圾

准则３．１３———卫生储存和处理餐厨垃圾

３．１３准则指标

处理餐厨垃圾应避免污染食品，预防害虫的繁殖。

３．１３准则指导说明

餐厨垃圾和废物很容易吸引老鼠和害虫，尤其是苍蝇和蟑

螂。在船上、岸上和不会影响岸上区域的船舷以外的地方正确的

保留、储存和丢弃此类废物可以避免产生健康风险和造成公共

问题。

所有船舶都应配备安全存放餐厨垃圾的设施。所有餐厨垃

圾必须用防水、无吸收性并且容易清洁的容器接收和存放，此类

容器应带有紧密的盖子并在食品制备和供餐以及清洁食品加工

区域期间关闭盖子。此类容器必须放置在特别建造的垃圾存放

专用区域，或必要时放置在甲板上。每个容器在清空后必须彻底

洗擦、冲洗并且必要时使用消毒剂，预防异味和尽量避免吸引鼠

类、苍蝇和蟑螂。除非在必要的食品加工和清洁过程期间，否则

容器必须盖上盖子。

必须了解废物流特点和船上厨房以及相关区域产生的垃圾

数量，以便在此基础上制定预防环境污染的方案。垃圾清理人员

应佩戴个人防护设备，包括专用的一次性手套、口罩和／或护目

镜、安全靴和适宜的防护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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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娱乐用水环境

４．１　背景

本章重点讨论邮轮上娱乐用水环境导致的水源性疾病。前

一章（第２章）讨论了与船上饮水有关的疾病。

游泳池和类似娱乐用水环境可能位于室外或室内，或两者兼

有。它们可能使用监管或无监管以及加热或未加热的饮水或海

水。就本指南而言，游泳池、热水澡桶、涡旋水池、温泉水池和跳

水池都在娱乐用水环境的大标题之下。

４．１．１　与船上娱乐用水环境有关的健康风险

娱乐用水环境会给健康带来许多风险。最直接和严重的危

险就是意外溺水。另一个危害来自潜在严重或甚至致命的外伤，

可能由于滑倒和绊倒或被绳子和围栏或梯子和排水管等装置绊

倒而导致。海面风浪大时，甚至曾经发生过游泳者被抛出游泳池

掉到甲板上的案例。从船舶卫生角度来讲，游泳和泡温泉水池时

会患上许多传染病从而导致腹泻或皮肤、耳朵、眼睛和上呼吸道

感染。热水澡桶和涡旋水池以及相关设施会形成一个军团杆菌

和分枝杆菌繁殖的理想场所。此外，涡旋水池中经常有绿脓杆

菌，水池设计不合理或管理不善时曾经有过皮肤感染的报道。

粪口传播的病原体通常与游泳池和温泉水池有关。病原体

随人体排泄物或动物粪便侵入时会出现感染。此类病原体中最

重要的一个就是隐孢子虫，它具有感染性卵囊，甚至对维持水池

里残余消毒的最高浓度的氯具有抵抗能力。已经有上千例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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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的隐孢子虫病（Ｌｅｍｍｏｎ，ＭｃＡｎｕｌｔｙ ＆ Ｂａｗｄｅｎ－Ｓｍｉｔｈ，

１９９６；美国疾控中心，２００１ａ）被报道，结果是公共游泳池被暂时关

闭。当水质不好和处理不善时，志贺氏杆菌（美国疾控中心，

２００１ｂ）和大肠杆菌０１５７：Ｈ７（美国疾控中心，１９９６）导致的细菌感

染与游泳和温泉水池有关。

皮肤和耳朵等体表感染与消毒不彻底的温泉水池有关。这

些感染来源于普遍存在于水和土壤中的条件致病菌。由于娱乐

用水既能增加危害因子的浓度又容易接触人体，因此具有重大风

险。存在有机物质和许多娱乐用水环境温度升高会形成一个有

利于条件致病菌繁殖的环境，病菌可以感染黏膜、肺、皮肤和伤

口。这种环境下的消毒剂残留不足会使致病菌繁殖至危害水平。

绿脓杆菌感染涉及浸入消毒不彻底的水中引发皮肤和耳朵

感染（Ｇｕｓｔａｆｓｏｎｅｔａｌ．，１９８３；Ｒａｔｎａｍｅｔａｌ．，１９８６；美国疾控中

心，２０００）。症状包括外耳和耳道感染（“游泳性耳炎”或外耳炎）

以及皮炎和毛囊炎等皮肤感染。产生气溶胶时，有些娱乐用水环

境中的温度升高有利于军团杆菌的繁殖，曾经导致与热水澡桶有

关的军团菌病爆发，其中包括Ｒｏｏｎｅｙｅｔａｌ．（２００４）调查讨论的船

上爆发疾病。最近，分枝杆菌感染涉及接触游泳池和温泉水池产

生的气溶胶而引发的肺炎 （Ｆａｌｋｉｎｈａｍ，２００３）。

使用消毒剂时，会产生微生物危害。例如，直接添加过量消

毒剂或由消毒副产品潜在导致的危害。当氯与脱落皮肤、汗和尿

液中的有机物反应时会产生消毒副产品，形成氯仿等有机卤化物

化合物。臭氧也会发生反应产生一系列其他副产品。浓度低时，

不能确定这些副产品化合物对健康的影响，但如果大量长期摄取

或吸入，可能与某种癌症或不良妊娠结果有轻微的联系（ＷＨＯ，

２０１１）。

娱乐用水环境的使用水平与风险有直接关系。入浴的人数

越多，释放致病菌的浓度越高，对消毒系统的要求越高，并且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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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可能被感染。

对于孩子和婴儿来说，游泳池特别具有吸引力，从而增加了

感染风险和安全风险。与成人相比，儿童和婴儿更有可能喝入池

水并被肠道致病菌感染，并且他们更有可能经由污迹或意外而向

水中排泄粪便（ＡＦＲ）。最后，与成人相比，孩子和婴儿更容易走

神和滑倒、绊倒和溺水。

影响船上游泳池的另一个重要风险因素是船舶自身的航行。

航行尤其增加了意外事故的可能性。

４．１．２　娱乐用水环境准则

应参考娱乐用水环境普遍采用的《安全娱乐用水环境指南》

卷２，游泳池和类似环境（ＷＨＯ，２００６）。应当关注娱乐用水安全

的多重风险预警管理方法（ＷＨＯ，２００６）。

４．２　准则

准则部分向读者提供本章主题相关的信息及指导，明确责任

并列举控制风险的实例。列举了３个具体准则（要达到并维持的

状态），同时每个准则还配有一系列指标（衡量是否符合准则）和

准则指导说明（实践中实施准则和指标的建议，强调确定行动优

先次序时需要考虑的最重要环节）。

４．２．１　准则４．１：设计和开放

准则４．１———设计和开放游泳池时将风险降至安全水平

准则４．１指标

（１）循环和水力学保证充分混合进行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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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设计满足实际入浴负荷。

（３）设计过滤去除卵囊和包囊。

（４）设计消毒抑制致病菌。

（５）利用杀菌剂和水周转控制军团杆菌。

（６）设计通风保持室内娱乐用水环境的空气质量。

准则４．１指导说明

与娱乐用水环境有关的疾病爆发与不良系统设计有关系。

因此，疾病预防的首要策略是根据使用的范围和性质，保证娱乐

用水环境的设计合理。另一个疾病爆发的常见原因是控制措施

不当，例如允许娱乐用水环境超额负荷开放或开放措施不当。在

任何时候都不应超出设计范围和正确运行系统。

处理系统可以降低污染水平，但也会导致超负荷。因此不能

只依靠处理系统，应当积极采取多重措施，包括：

 尽可能使用最安全的水注入和加满娱乐用水环境；

 通过管理入浴负荷将使用率控制在系统设计能力范围

以内；

 维持处理效果控制污染的形成；

 发生意外事故时，立即采取行动清洁娱乐用水环境并且

清除肉眼可见的粪便排泄物等明显污染。

应根据游泳池的实际使用用途设计游泳池。例如，泳客的数

量和类型、使用温度和特殊使用群体的专门健康考虑都会影响游

泳池设计、建造和管理的细节。具体考虑可能包括：

 每日开放时间

 使用的高峰期

 预期入浴人数

 特殊要求，例如温度和设施。

游泳池和浴池的水质应当安全。水质要求应符合下列最佳

匹配的设计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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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确的池水力学设计（保证消毒剂在整个水池的最佳分

布）；

 游泳池再循环的充分循环，例如水池水的完全循环，游泳

池开放期间每隔６小时或不到６小时更换池水；

 安装消毒系统（抑制传染性微生物使池水无法传播和繁

殖致病微生物因子）；

 包含定期注入淡水的系统（稀释水处理无法清除的物

质）。

通常处理再循环游泳池水（常常是某种过滤和消毒）再结合

使用残余消毒剂抑制泳客带入游泳池的微生物可以达到控制致

病菌的效果。

应指定专职船员负责娱乐用水环境并接受适当的培训。

Ａ．游泳池

设计、建造和运行游泳池和供水应考虑泳客的健康和安全保

护。下列段落概括了这些设计、建造和运行问题，以及各种类型

的游泳池和温泉水池的具体要求。

１．循环和液压

密切关注循环和液压的目的是确保整个水池正常运作。已

处理过的水应遍及水池的所有角落，并且应当排除污水———尤其

是泳客最常使用和最多污染的区域。如果做不到的话，即使有良

好的水处理也可能无法获得良好的水质。入水口、排水口的设计

和位置，以及表面水排放至关重要。

水池通常使用流经气隙或回流防止器供应的海水或饮水。

水池的注水平面位于溢流槽水平面。水池溢水可以由重力作用

经过滤系统流入再循环的补给槽或作为废水排放。水面撇渣器

拥有足够的容积，例如可以处理８０％左右流经再循环系统过滤器

的容积。撇渣器数量充足，例如每４７平方米的水池表面至少安

装一个撇渣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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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率与周转期有关，周转期是与整个水池水容积相等的水

容积流经过滤器和处理装置流回水池所需要的时间。原则上，周

转期越短，水池水处理越频繁。周转期应与水池的具体类型相符

合。理想情况下，水池不同区域的周转期不同：深水区周转期较

长，浅水区周转期较短。

消毒和处理无法清除所有污染物。游泳池的设计应考虑到

用淡水稀释池水的需要。稀释抑制了泳客带入污染物（例如汗和

尿液的成分），消毒剂副产品和其他溶解的化学物质的累积。

水池最底部必须安装排水管，并且排水设施可以满足快速排

空的需要。水池的排水管应当独立；然而，当排水管与其他排水

系统连接时，娱乐用水环境中必须安装回水阀防止交叉连接。必

须安装反涡和抗缠绕型的排水盖，排水盖采用耐用、易见和容易

清洁的材料制成。

儿童水池可以有自身独立的循环、过滤和卤化系统，因为儿

童尤其容易成为病原体来源。水体的周转率应足够高，最好高于

成人水池，例如至少每隔３０分钟１次。必须安装反涡和抗缠绕

型的排水盖，排水盖采用耐用、易见和容易清洁的材料制成。

２．洗浴负荷

水池的设计和开放应满足实际的泳客负荷。循环和处理系

统和液压容积将决定相应的安全洗浴负荷，但仍需考虑在设计标

准范围内保持洗浴负荷的可行性。

３．过滤

控制清澈度涉及适当的水处理，通常包括过滤和凝结。过滤

对良好的水质至关重要，会影响感官清澈度和消毒。清澈度下降

会破坏消毒，因为与浑浊度有关的颗粒会围绕在微生物周围，保

护它们免受消毒剂作用。此外，过滤对于去除隐孢子虫卵囊和贾

第虫卵囊以及其他原生动物具有重要作用，因为它们对氯消毒具

有一些抵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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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滤器能够以足够的速率去除颗粒，例如６小时内清除整个

水池中所有大于１０微米的颗粒。过滤器可以是芯子或介质类型

（例如，压力快速砂过滤器、高速砂滤器、硅藻土过滤器或重力砂

滤器）。所有介质类的过滤器可以进行反洗。过滤器配件，例如

压力计、空气溢流阀和流量表应按照要求安装。留出足够的通向

砂滤器的通道以便经常检查，至少每周１次，并且定期更换介质。

设计颗粒介质（例如沙子）过滤系统时应考虑一些重要因素：

 过滤速：过滤速越高，过滤效果越差。一些滤速较高的颗

粒过滤器不能像中速过滤器一样有效的处理颗粒和胶

体，并且不能与凝结剂共同使用。

 层厚：沙子的正确层厚对于有效过滤很重要。

 过滤器数量：安装１个以上的过滤器可以带来的更多灵

活性和安全性并且对于水池大有裨益。尤其是，当另一

个过滤器被检查或修理时，仅依靠一个过滤器周转量下

降时，水池仍然可以运转。流经一个过滤器的过滤水可

以回洗另一个过滤器。

 回洗：回洗是指清洁被悬浮固体堵塞的过滤层。整个过

程包括回流、流化砂子和池水经过滤器回流入废水。当

超过允许的浊度值或一段时间没有回洗时，应按照过滤

器生产商的建议进行回洗。一旦流速恢复正常，过滤器

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沉淀，并且在过滤器沉淀以前水不可

回流进水池。

水池出水口和水泵吸水端之间应安装毛发滤网去除头发、纤

维、大头针等异物。滤网可拆装部分应抗腐蚀并且带有直径小于

６毫米的小孔。

凝结剂（和凝聚剂）可以增强去除溶解、胶状或悬浮物质的效

果，使这些物质从溶液中分离或作为固体（凝结剂）悬浮，然后固

体凝结成块（凝聚），形成絮状物，更容易被过滤器阻隔。凝结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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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除传染性贾第虫囊肿或隐孢子虫卵囊方面尤其重要，否则它

们会透过过滤器。凝结剂效果取决于ｐＨ值，因此需要进行控制。

定量泵应当能够准确定量所需的少量凝结剂并根据洗浴负荷的

需要进行调整。根据选择的过滤过程，凝结常常是有效过滤的先

决条件。

４．化学剂量，包括消毒

消毒是通过化学（例如氯化）或物理（例如，过滤，ＵＶ辐射）方

法去除或抑制致病微生物的过程，并且不会构成严重的传染风

险。采用处理程序对再循环池水进行消毒，并且通过添加消毒剂

残留，抑制泳客带入的惰性媒介，达到对整个水体的消毒。

采用任何生物化学消毒，必须首先满足被处理水体的氧化剂

需求，并且必须有足够的化学物进行有效消毒。

选择消毒剂和应用系统需要考虑的问题包括：

 安全；

 舒适（例如，避免刺激皮肤）；

 与水源水相容（硬度和碱度）；

 水池类型和大小（室外水池的蒸发会使消毒剂更容易分

解或流失）；

 氧化能力；

 洗浴负荷（泳客排出的汗和尿液会增加消毒剂的需求）；

 水池的开放（例如监管和管理）。

作为游泳池水处理组成部分的消毒剂的选择最好符合下列

标准：

 有效、快速的抑制致病微生物；

 使用水池期间，能够不断氧化控制污染物；

 有效杀灭浓度与对人体健康产生不良影响的浓度之间的

差距幅度大。

 可以快速和简便的确定水池水含有的消毒剂浓度（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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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和检测方法）；

 用静电计测量消毒剂浓度，允许自动控制消毒剂剂量并

且持续记录测量值。

常用消毒剂包括：

 氯：氯是使用最广泛的水池水消毒剂，通常是氯气、次氯

酸钠、次氯酸钙或氯代异氰脲酸酯的形式。氯的价格便

宜并且相对容易生产、储存、运输和使用。氯代异氰脲酸

酯复合物，是一种白色结晶的合成复合物，带有轻微类似

氯的气味，溶解于水时会释放出游离氯，多被用于船上室

外水池。它们是以有机储备（氰尿酸）作为媒介的氯的间

接来源。余氯和氰尿酸浓度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并且很

难保持。氯代异氰脲酸酯不适于洗浴负荷经常变化的大

型水池。然而，对于直接暴露于阳光下的室外水池却特

别有用，因为ＵＶ辐射可以快速分解游离氯。

 臭氧：臭氧可以被作为处理水池和温泉水最有效的氧化

和消毒剂。臭氧与氯或溴配合使用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消

毒系统，但单独使用臭氧不能保证整个水池的消毒剂残

留。采用脱臭和添加氯等消毒剂残留的方法后，常常将

臭氧作为处理步骤使用。多余臭氧必须使用活性炭过滤

器清除，因为这种有毒气体会浮在水面，被泳客和工作人

员吸入。消毒后应添加活性炭过滤器，以去除残余消

毒剂。

 ＵＶ辐射：与臭氧一样，ＵＶ辐射是一种净化循环水、抑制

微生物和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光氧化分解污染物的处理方

法。这会减少净化水的氯需求量，但不会在水池中留下

消毒剂残留，因此仍然需要使用氯消毒。为使 ＵＶ的效

果最好，必须预处理水体清除妨碍 ＵＶ辐射穿透或吸收

ＵＶ能量的致浊颗粒物质。

６９ 　船舶卫生指南



表面微生物菌群也是一个问题，通常通过清洁和冲击加药等

消毒措施进行控制。

向池水添加消毒剂的方式会影响其效果。单个消毒剂有自

身专门的剂量要求，但下列原则适用于所有情况：

 最好采取自动添加。电子传感器持续监测ｐＨ和消毒剂

残留浓度并且相应调整剂量维持正常浓度。定期验证系

统（包括人工检测水池水样）和良好管理十分重要。

 手动添加（例如直接向水池添加化学物）很少被认可。人

工加药系统必须有操作的良好管理和监督作为基础。在

化学物分解以前，泳客不得进入泳池。

 试图通过冲击加药弥补不当处理是不正确的，因为这可

能掩盖产生其他问题的设计或操作缺陷并且产生不良副

产物。

 如果循环系统故障，加药泵应可以自动关闭（尽管自动加

药监测器应当运行）确保中止化学物的分解。

 通常在处理程序的最后添加残留消毒剂。絮凝、过滤和

臭氧等处理方式，可以净化水质、减少有机物负荷并极大

地减少微生物数量，使得后期处理的消毒剂效果更好并

且减少用量。

 在加药点，消毒剂和调节ｐＨ值的化学物必须充分混合。

 类似循环的加药系统应当每天持续２４小时。

通过良好的卫生习惯（游泳前淋浴）尽量减少进入有机前驱

体（与消毒剂反应生成副产品的复合物）和通过良好的池水处理

尽量清除有机前驱体可以控制消毒副产品的出现。控制消毒副

产品包括稀释、处理和消毒更改或优化。因为盐水中含有溴化

铁，船上海水池的水和空气中常见的副产品是三溴甲烷，这是氯

或臭氧处理的产物。

池水不可避免的会产生一些易挥发的消毒副产品并释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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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里。可以通过良好通风控制此类危害。

使用分析器有助于自动加药和优化不安全条件，例如自动添

加化学物进行消毒和调节ｐＨ值。整个系统都必须设有取水采样

点来检测卤素浓度和对分析器进行常规校准。分析器控制的卤

素消毒设备应当按照要求安装。可能有必要通过添加适当的酸

和基数调整ｐＨ值，并且使用缓冲剂稳定ｐＨ 值。这可以添加到

分析器功能内。

５．军团杆菌属控制

在娱乐用水环境中，不可能将温度保持在２５～５０摄氏度的

范围以外。然而，可以采取适当的管理措施进行控制，包括过滤

和维持娱乐用水环境中持续的消毒剂残留和所有温泉水池设备

的物理清洁，包括相关管道和空调设施。娱乐用水环境的房间必

须通风良好，避免室内空气中积累军团杆菌。因此，必须设计和

实施一系列的其他管理策略，可能包括：

 向温泉水、管道和过滤器中添加生物杀灭剂。涡旋水池

的游离氯残留通常保持在３～１０ｍｇ／Ｌ或游离溴残留保

持在４～１０ｍｇ／Ｌ（ＷＨＯ，２００６）之间。为确保游离卤素可

以有效消毒，通常应当维持或定期调节ｐＨ值在７．２～７．

８范围以内；

 保证工作人员接受适当的培训并具有操作娱乐设施的

技能；

 在涡旋水池和温泉水池中采用持续水循环；

 清洁过滤系统（例如，回洗过滤器）；

 清洁水池周围；

 每日更换部分涡旋和温泉水池的水（例如５０％）；

 完全排空涡旋水池、温泉水池和自然热池并且定期彻底

物理清洁所有的表面和管道设施；

 维持和物理清洁温泉水池房间的加热、通风和空调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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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ＶＡＣ）；

 在娱乐用水环境周围安装标准的安全警示标志，警告免

疫力低下或服用免疫抑制剂药物的人员不要进入娱乐用

水环境。

包括温泉、喷雾器、泵和管道设施在内的整个循环系统的常

规清洁至关重要并且需要大量的消毒剂，因为军团杆菌可以在生

物膜（装置和管道设施表面的浮渣）中存活，很难将其杀灭。

鼓励泳客在入水前淋浴。这样可以去除汗液、化妆品和有机

残渣等可以作为细菌繁殖营养物质来源和氧化杀菌剂中和因子

的污染物。也可以控制涡旋水池和温泉水池的泳客密度和时间。

温泉水池设施可能要求在白天安排休息时段以恢复消毒剂浓度。

根据船舶的环境类型，检测军团杆菌可以作为验证控制措施

发挥作用的方式———例如，每月、每季度或每年进行。但这种检

测不能替代或取代重点控制策略。而且，这种检测相对更专业并

且需要由经验丰富的工作人员在设备齐全的实验室进行；因此，

通常船员或航行期间不会进行检测。验证采样应集中在系统末

端和高风险区域。

６．空气质量

必须管理游泳池、温泉水池和类似娱乐用水环境中的空气质

量以及水质。温泉水池的房间应当通风良好避免室内军团杆菌

累积。此外，通风有助于减少接触空气中的消毒副产品。适当通

风可以降低军团杆菌的风险，但重要的是系统本身不会带来风

险。应当物理清洁和消毒温泉水池或水池所在房间的所有

ＨＶＡＣ系统表面来控制生物膜。

其他设计和建造方面

水池机械间必须位置便利并且通风良好，房间内必须安装饮

用水管。为便于维护，所有管道应标识方向指示箭头并在醒目位

置放置流程图和操作指南。水池机械间和再循环系统应容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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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储存化学物和重新填满化工燃料罐。为迅速排空整个水泵

和过滤系统，在水池机械间和过滤系统最底位置安装至少８厘米

的排水管。

为减少溺水风险，必须显著标识水池深度和水深指示器以便

从甲板上和水池内看见。水深指示器必须采用英尺或米的长度

单位，或同时采用两种长度单位，并安装在在水深重大变化（１米）

的位置。

Ｂ．再循环池

设备和运转程序能够以足够的频次全面循环水池里的水，例

如水池开放期间，每隔６小时或不到６小时进行换水。设备应包

括过滤器和其他设备以及符合注册国家卫生管理部门要求或建

议的消毒和处理设备。自动注入式离心泵适合于对池水进行再

循环。

Ｃ．流通池

流通游泳池可能是船上建造、安装和开放最实用的水池类

型。水池面积和换水率决定一定时间安全使用游泳池的泳客数

量和一天中使用水池的人员总数。因此，水池设计应特别关注可

能出现的入浴负荷高峰和建造水池的最大空间。

设计流通池时应遵循下列原则：

 根据面积判断水池的设计能力，例如每位泳客面积是２．６

平方米。为维持水池水质清澈，清水流动率应满足每隔６

小时或不到６小时全部换水。流经水必须经过多个进水

口流入水池，进水口位置能够保证均匀分布。这些进水

口可使用主供应管线的支管，位于水池附近注水阀的受

压侧。水流控制必须与注水阀分开。

 溢流必须排入溢流槽或类似边界溢流，多个出水口之间

距离不超过３米，并且排向废水系统。

 水池底部应向排水或排水管倾斜，可以完全排空水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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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安全考虑，水深不足１．８米的站立深度时，池底任何

位置的倾斜每１５坡度不超过１。出于安全考虑，在水深

不足１．５米的浅水区坡度不应突然变化。

 为减少溺水风险，必须显著标识水池深度和水深指示器

以便从甲板上和水池里可以看见。水深指示器必须采用

英尺或米的长度单位，或同时采用两种长度单位，并安装

在水深有重大变化（１米）的位置。

娱乐用水环境最好有包括泵在内的单独供水系统。进水口

必须在所有污水和排水口的前面。然而，如果只在船舶航行时给

水池注水并开放，可以使用消防或卫生水泵，或这些泵结合使用，

注意可以采用下列方法减少污染风险：

 水池的输送管与泵上或周围的排放端的其他管线，或多

管阀或消防或卫生水泵最大或近似最大冲水位置分开。

 如果将海水注入水池，船舶在港或航行期间不得从被污

染水域上水。在上水点附近位置安装触手可及的关闭阀

并标识“在港关闭”的字样。

水池的流通海水供水系统只能在船舶航行并且距离陆地１２

海里的海面使用。船舶抵港以前，水池（流通海水类型时）应排空

并在港时保持排空状态。如果在抵港前没有排空水池，应在抵岸

前１２海里关闭水池的海水注水系统，并且启用带有适当过滤和

卤化的再循环系统。

Ｄ．涡旋温泉水池

与水量相比，涡旋水池面临着较高的入浴负荷。水温高并且

流速快时，可能难以保持满意的ｐＨ 值、微生物质量和消毒剂残

留；因此，开放涡旋水池时必须特别注意。

饮水必须经由气隙或认证的回流防护器向涡旋水池系统供

应。水过滤设备应在３０分钟内清除整个涡旋水体中所有大于１０

微米的颗粒。过滤器可以是过滤桶、压力快速砂过滤器、高速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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滤器、硅藻土过滤器或重力砂滤器。可以在过滤器的回洗侧安装

一个窥镜。

溢流系统必须保持水位。建议涡旋水池溢水由重力作用经

过滤系统流入再循环的补给槽或作为废水处置。必须使用自动

注入式离心泵对涡旋水池的池水进行再循环。

应当安装足够数量的撇渣器，每１４平方米或部分水表面１

个。涡旋水池的注水平面与溢流槽水平持平来发挥撇渣效果。

需要安装控温装置防止温度超过４０摄氏度来避免烫伤和

过热。

使用补给舱来补充喷溅和蒸发流失的水。溢流管直径至少

是供应管的２倍，并且位于补给舱供应管下方。

系统可以进行定期（例如每日）冲击性处理或超级卤化。使

用期间，能够保持适当游离卤素水平的卤素设备必须包括在内。

Ｅ．温泉水池

温泉水池有不同的开放条件并且向操作者提出了一系列特

殊问题。这些设施的设计和操作使其难以达到适当的消毒剂残

留。由于泳客较多和温度较高，会使得消毒剂残留流失更快，可

能需要更多的消毒剂残留。

通过良好管理措施可以使绿脓杆菌浓度小于１ｃｆｕ／１００ｍＬ。

应对非肠道细菌的风险管理措施包括通风、设备清洁和验证消毒

效果。

不使用消毒剂的温泉水池需要采取其他水处理方法来保持

水质的微生物安全。如果没有其他方法预防微生物污染，有必要

保持非常高的换水率———即使不是完全有效。

对于不使用消毒剂或难以保持适当消毒残留的温泉水池，关

闭期间，每日加热温泉水至７０摄氏度有助于控制微生物繁殖。

为防止温泉水池超载负荷，有些国家建议为泳客安装清楚标

识的座位并且明确每个座位的最低水池容积，最低水池总容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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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深水深。

４．２．２　准则４．２：水池卫生

准则４．２———持续保持水池卫生。

４．２准则指标

（１）提倡游泳前淋浴。

（２）提倡游泳前上厕所。

（３）制定应对呕吐物和偶然粪便排泄的有效措施。

４．２准则指导说明

１．游泳前淋浴

游泳前淋浴可以清除汗、尿、粪便、化妆品、防晒油和其他潜

在的水污染物。结果是水池水更干净，使用较少化学物质更容易

消毒和游泳时水质更好。

游泳前的淋浴位置在游泳池附近并供应饮水质量的水，因为

儿童和有些成人可能喝进淋浴水。淋浴水必须流入废水。

２．游泳前去厕所

厕所必须设置在进入水池前和离开水池后使用便利的位置。

鼓励泳客在淋浴前上厕所，尽量减少在水池内排尿和偶然粪便排

泄。家长应让孩子在游泳前上厕所。某个年纪以下的儿童，例如

２岁以下，不允许进入某些水池。

３．呕吐物和偶然粪便排泄

必须尽量减少偶然粪便排泄和呕吐物，并在此类事件出现时

有效应对。偶然粪便排泄相对经常出现，并且可能绝大多数不会

被发现。水池水出现偶然粪便排泄或呕吐物时，水池管理人员必

须立即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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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排便是固体粪便，只需要立即铲取并妥善丢弃。铲取粪

便的铲子必须消毒，抑制附着其上的任何细菌和病毒并且下次不

要再次使用。只要水池的其他方面运转正常（消毒残留等），不需

要采取其他措施。

如果粪便是流质（腹泻）或有呕吐物，可能有潜在危害。尽管

绝大多数消毒剂可以相对有效地应对偶然粪便排泄和呕吐物中

的许多细菌和病毒因子，但存在着腹泻或呕吐物来自于隐孢子虫

和贾第虫等原生动物寄生虫感染患者的可能性。感染阶段（卵

囊／包囊）对实际使用浓度的氯消毒剂具有抵抗性。因此水池必

须立即清场。

如果突发事件出现在小水池、热浴桶或涡旋水池，最安全措

施是重新注满和再次开放前清空和清洁水池。然而，对于较大的

水池这种方法可能不可行。

如果不可能排空，可以采取下列步骤———只能减少但不能去

除风险的不完美解决方法：

 立即清场。

 消毒剂浓度保持在建议范围的最高值。

 清空和清扫水池。

 使用凝结剂，过滤池水６个周转周期。这会花费１天时

间并且意味着水池会关闭到第２天。

 回洗过滤器（并且水流入废水）。

 重新开放水池。

水池管理人员可以采取一些切实可行的措施预防水池中的

粪便排泄：

 近期腹泻的儿童（或成人）不应游泳。

 鼓励家长确认孩子游泳前上过厕所。

 游泳前彻底淋浴是一个好主意，并且家长应鼓励孩子这

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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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时，幼童应在发生偶然粪便排泄或呕吐物事件时可

以排空的小水池内游泳。

 如果有救生员或水池服务人员，应负责查找和处理偶然

粪便排泄或呕吐物。

４．２．３　准则４．３：监测

准则４．３———监测关键参数并保持在目标范围以内。

准则４．３指标

（１）水池水的浑浊度保持在目标范围以内。

（２）消毒剂浓度和ｐＨ值保持在目标范围以内。

（３）微生物质量保持在目标范围以内，并且制定有效步骤应

对不良检测事件。

准则４．３指导说明

经常监测控制措施有助于提供偏差预警并且可以包括：

 检查和调整消毒剂残留和ｐＨ值；

 检查维护和清洁操作；

 检查娱乐用水环境、过滤器和设备的物理条件；

 记录所有去船医就诊的确认和疑似肺炎病例，对乘客和

工作人员的下呼吸道疾病（例如肺炎）进行监测。

容易和检测便宜并且关系到健康的参数———即浑浊度、消毒

剂残留和ｐＨ值———在所有类型的水池中必须经常监测。

１．浑浊度

水面流动时，能够看见小孩子在水池底部或从救生员或水池

服务人员的位置看见水池底部标志很重要。浑浊度限值０．５散

射度（ＮＴＵ），或同等量化，是经过良好处理的水的目标值。浑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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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限值超标意味着严重的水质恶化和重大的健康危害。这种超

标需要立即调查并且可能导致关闭设施直到采取补救措施。

２．消毒剂浓度和ｐＨ值

水压和过滤良好的普通公共游泳池，在设计的入浴负荷范围

内运转，整个水池游离氯浓度１ｍｇ／Ｌ时达到适当的常规消毒。

在运转良好的水池中，可能在低于２ｍｇ／Ｌ水池的任何位置达到

最高残留浓度。同时使用臭氧或 ＵＶ消毒时可以接受较低的残

留（０．５ｍｇ／Ｌ），而由于较高入浴负荷和水温，热水池可能需要更

高的残留浓度（２～３ｍｇ／Ｌ）（ＷＨＯ，２００６）。

水池开放前和开放期间（最好在高入浴负荷期间）（ＷＨＯ，

２００６）必须通过水池采样检查消毒剂残留。游泳池开放期间的检

测频次由游泳池的性质和使用情况决定。应在５～３０厘米深处

采样。常规采样点最好包括水池消毒残留最低的区域。偶尔可

以从水池和循环系统的其他位置采样。如果常规检测结果超出

建议范围，应当进行评估并采取措施。

游泳池水的ｐＨ值应保持在建议范围以内以确保最佳消毒和

凝结。氯消毒剂的ｐＨ值应保持在７．２和７．８之间并且溴基和其

他氯消毒程序保持在７．２和８之间（ＷＨＯ，２００６）。为此，关键是

进行常规ｐＨ检测。对于使用频繁的水池，必须持续监测ｐＨ 值

并自动调整。对于不经常使用的水池，人工测量ｐＨ值即可。

为避免形成多余的消毒副产品或消毒剂刺激黏膜表面，消毒

剂残留浓度应与适当微生物质量相一致而没有必要过剩。操作

人员应保持水池或温泉水池所有位置的游离氯残留浓度低于

５ｍｇ／Ｌ。

３．微生物质量

在残余消毒剂浓度、ｐＨ值水平适当、过滤器运转良好和频繁

监测非微生物参数的管理良好的水池或类似环境中，致病微生物

污染和疾病的风险是有限的。然而，应定期监测公共水池水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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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参数，包括 ＨＰＣ、耐热大肠菌群或大肠杆菌，绿脓杆菌、军

团杆菌和金黄葡萄球菌。监测频次和指导值根据微生物参数和

水池类型的不同而各不相同。

超出操作指导范围时，水池管理者应检查浑浊度、消毒剂残

留浓度和ｐＨ值然后再次采样。超出关键指导范围时，调查和采

取补救措施期间应关闭水池。

建议监测下列微生物质量：

 ＨＰＣ（２４小时３７摄氏度）代表水池内整体细菌群体。建

议运转效率低于２００ｃｆｕ／ｍＬ。

 耐热大肠菌群和大肠埃希杆菌是粪便污染的指标。水

池、热浴桶和温泉水池应检测耐热大肠菌群或大肠埃希

杆菌。运转效率应低于１ｃｆｕ或每１００ｍＬ１个最大可能

数（ｍｐｎ）。

 建议常规监测热浴桶和温泉水池中的绿脓杆菌。操作出

现问题时（例如消毒失败、过滤器或水管出现问题时），水

池水水质或已知的健康问题恶化。对于持续消毒的水

池，建议运转效率应低于１ｃｆｕ／１００ｍＬ。如果计数高（＞

１００ｃｆｕ／１００ｍＬ），水池管理者应检查浑浊度、消毒剂残

留和ｐＨ值，再次采样、彻底回洗、等待一个周转期然后再

次采样。如果绿脓杆菌仍处于高浓度，应关闭水池，并彻

底清洁和启动消毒方案。热浴桶应关闭、排空、清洁并且

再次注满。

 定期检测军团杆菌十分有用，尤其是对于热浴桶来说，可

以确定过滤器是否大量繁殖军团菌。建议运转效率低于

１ｃｆｕ／１００ｍＬ。超过此水平时，应关闭、排空、清洁并再次

注满热浴桶。如果怀疑过滤器大量繁殖军团杆菌，可能

比较适合冲击氯化。

 怀疑出现与水池有关的健康问题时，尽管监测可以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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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质检测的一部分，不建议对金黄葡萄球菌进行常规监

测。采样位置的浓度应低于１００ｃｆｕ／１００ｍＬ。

更多军团杆菌检测的建议参见Ｂａｒｔｒａｍｅｔａｌ．（２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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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压舱水

５．１　背景

本章探讨压舱水的管理，包括其存储和安全排放。

５．１．１　与船舶压舱水相关的健康风险

许多船舶用水作为压舱物以保持平稳和安全航行，压舱水约

占货物总量的３０％～５０％。这就意味着每艘船的容积从几百升

至１０００万升不等。因此，压舱水对人体健康有重要风险，可能引

进新的地方病并通过携带病原体和有害微生物传播疾病。在这

种背景下，船舶每日传播７０００余种海洋物种，并且每年运输约

１００亿吨压舱水。人们已经开始日益关注船舶压舱水和沉积物的

运输问题，并且理论上可能会传播毒素弧菌霍乱 Ｏ１和 Ｏ１３９等

危害，这种危害可能与口岸区域的霍乱爆发有关。

５．１．２　标准

海洋环境保护委员会自１９９３年开始采取自愿原则预防通过

船舶压舱水和沉积物传播有害微生物的风险。１９９７年，ＩＭＯ会

议的Ａ．８６８（２０）决议通过了《控制和管理船舶压舱水尽量减少有

害水生生物和病原体传播指南》（ＩＭＯ，１９９８）。

２００４年２月通过了ＩＭＯ《控制和管理船舶压舱水和沉积物

国际公约》。此公约旨在通过控制和管理船舶压舱水和沉积物，

预防、尽量减少和最终消除运输有害海洋微生物和病原体导致的

环境、人体健康、财产和资源的风险；为避免现行控制措施的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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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作用提供指导；鼓励相关知识和技术的发展。检查和控制压载

水舱沉积物卫生风险的措施必须考虑ＩＭＯ《控制和管理船舶压舱

水和沉积物国际公约》的规定。公约要求自２００９年起最迟不超

过２０１６年在船上建立压舱水管理系统，替代当前常见的压舱水

无控吸入和排放。将来，根据公约Ｄ－２规则《压舱水性能标准》，

压舱水必须在船上处理后才可排放入海洋。

公约的缔约国有权单独或联合其他成员国，根据国家法通过

控制和管理船舶压舱水和沉积物，在有害水生微生物和病原体预

防、减少或消除方面采取更加严格的措施。

５．２　准则

准则部分向读者提供本章主题相关的信息及指导，明确责任

并列举控制风险的实例。列举了２个具体准则（要达到并维持的

状态），同时每个准则还配有一系列指标（衡量是否符合准则）和

准则指导说明（实践中实施准则和指标的建议，强调确定行动优

先次序时需要考虑的最重要环节）。

有些情况下，压舱水处理系统未能按照要求运行，导致不安

全情况。因此，不能仅仅依靠处理和管理系统。应积极采取压舱

水多重管理，包括：

 可行时从安全环境装载压舱水；

 压舱水处理设施与要求能力相符合；

 保持压舱水良好排放。

口岸工作人员和船员应接受相应的环境保护、安全操作（包

括废物收集、处理和清理）和相关法律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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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１　准则５．１：压舱水管理

准则５．１———制定和实施压舱水管理计划

准则５．１指标

（１）具有批准的压舱水管理计划并定期审议。

（２）按照批准计划实施压舱水管理要求和措施。

（３）保留有准确记录的压舱水记录簿。

（４）具有并遵守审核措施。

准则５．１指导说明

要求船舶实施管理部门批准的压舱水管理计划（ＩＭＯ《控制

和管理船舶压舱水和沉积物国际公约》Ｂ－１条）。船舶的压舱水

管理计划各不相同，并包括实施压舱水管理要求和补充压舱水管

理措施应采取的详细行动类型。

根据ＩＭＯ《批准压舱水管理系统指南》（决议 ＭＥＰＣ．１７４

（５８）），压舱水管理系统必须由管理部门批准。这些系统包括使

用化学物质或生物杀灭剂，有机物或生物机制，或改变压舱水化

学或物理特性的系统。

当压舱水上船、循环或经压舱水管理处理和排放入海时，船

舶必须用压舱水记录本进行记录（Ｂ－２条）。还应当记录压舱水

排入接收设施，及意外或其他例外排放压舱水。

要求口岸国控制官员（９条———船舶查验）对船舶进行检查和

发证（７条———检查和发证）并可以实施查验，确认船舶证书有效，

检查压舱水记录本和／或压舱水水样。如果有疑虑，可以实施细

节查验，并且“查验方应采取措施确保对环境、人类健康、财产或

资源构成威胁时船舶不会排放压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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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舱水管理的具体要求见Ｂ－３条———船舶压舱水管理：

 ２００９年以前建造，压舱水容积在１５００至５０００立方米之

间的船舶，至２０１４年必须实施符合压舱水排放标准或压

舱水性能标准的压舱水管理，２０１４年以后至少符合压舱

水性能标准。

 ２００９年以前建造，压舱水容积不足１５００或超过５０００立

方米的船舶，至２０１６年必须实施至少符合压舱水排放标

准或压舱水性能标准的压舱水管理，２０１６年以后，至少符

合压舱水性能标准。

 ２００９年或２００９年之后建造，压舱水容积不足５０００立方

米的船舶，必须实施至少符合压舱水性能标准的压舱水

管理。

 ２００９年或２００９年之后２０１２年以前建造，压舱水容积超

过５０００立方米的船舶，至２０１６年应至少实施符合Ｄ－１

或Ｄ－２条的标准，２０１６年以后，至少实施符合压舱水性

能标准。

 ２０１２年或２０１２年之后建造，压舱水容积是５０００立方米

以上的船舶，应实施至少符合压舱水性能标准的压舱水

管理。

５．２．２　准则５．２：压舱水处理和排放

准则５．２———压舱水安全处理和排放

准则５．２指标

（１）安全实施压舱水排放。

（２）在允许区域内向船外排放压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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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则５．２指导说明

１．压舱水处置

通常不允许船舶在供水或任何国家或地方机构禁止排放废

物的区域内，排放压舱水、污水或其他含有感染或有毒废物的液

体。在海港、口岸和沿海水域向船外排放要遵守这些区域主管机

构的规定。污水、食品残渣、易腐物质和有毒物质必须排入舱底。

ＩＭＯ《控制和管理船舶压舱水和沉积物国际公约》定义了压

舱水更换标准和压舱水性能标准。

根据Ｄ－１条———压舱水更换标准，更换压舱水的船舶的排

放率应达到９５％。对于采用抽泵法更换压舱水的船舶，抽泵排出

压舱水舱的３倍容积被认为符合上述标准。只要能够证明至少

满足９５％的排放率，即使抽泵排量达不到３倍也可以接受。

根据Ｄ－２条———压舱水性能标准，实施压舱水管理的船舶

每立方米排放不足１０个最小直径大于或等于５０微米的可见微

生物，每毫升不足１０个最小直径小于５０微米并且大于或等于１０

微米的可见微生物；指示微生物的排放不应超过规定浓度。

作为人体健康标准的指示微生物，包括但不仅限于：

 产毒霍乱弧菌（０１和０１３９）：湿重浮游动物样本不足

１ｃｆｕ／１００ｍＬ或不足１ｃｆｕ／ｇ；

 大肠埃希杆菌：不足２５０ｃｆｕ／１００ｍＬ；

 肠道肠球菌：不足１００ｃｆｕ／１００ｍＬ。

也可采取其他压舱水管理方法作为压舱水更换标准和压舱

水性能标准的替代选择，只要这种方法能够确保至少相同的环

境、人类健康、财产或资源保护水平，并原则上得到ＩＭＯ海洋环

境保护委员会的批准。

根据第５条———沉积物接收设施，缔约国应确保清洁或修理

压舱水罐的口岸和码头有足够接收设施容纳沉积物。通常口岸

有接收液体废物的驳船和／或卡车或口岸连接设施将这些废物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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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废物系统。如果口岸服务区或驳船没有提供软管和合适的连

接设施接收液体废物，船舶必须提供专用软管和足够尺寸的连接

使废物迅速排放至下水道或其他合适地点。这种软管应持久耐

用、不渗水并且内壁光滑。必须与饮水管或其他注水管相区别，

并且必须标注“仅限废物排放”字样。使用后，必须清洁、消毒软

管并储存在标有“废物排放软管”的适当位置。

２．压舱水船外排放

根据ＩＭＯ《控制和管理船舶压舱水和沉积物国际公约》Ｂ－４

条———压舱水更换，所有进行压舱水更换的船舶应当：

 考虑到ＩＭＯ制定的指南，可能的话，在距离最近陆地至

少２００海里并且水深至少２００米的位置更换压舱水；

 船舶无法按照上述条件更换压舱水时，尽可能远离最近

的陆地，并且距离最近陆地至少５０海里并且水深至少

２００米。

不能满足上述条件时，可以指定更换船舶压舱水的区域。所

有船舶应按照船舶压舱水管理计划（Ｂ－４条）的规定去除和排放

压舱水指定区域的沉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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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废物管理和清除

６．１　背景

本章探讨船上固体废物（例如，垃圾）和液体废物（例如，废水

和灰水）的问题，包括其储存和安全排放。

６．１．１　与船上废物有关的健康风险

船上废物的不安全管理和排放很容易导致不良的健康后果。

接触未能安全处理的废物，不论是在船上还是口岸区域都会导致

人员直接感染。由于处置不当，通过致病微生物或有害物质的环

境传播也会出现感染。然而，我们可以采取预防危害发生的方式

管理和排放废物。

废物包括危害性微生物、化学或物理因子。例如，尖锐物体

本身就具有危险性并可能带有传染性因子。使用过的耳咽管就

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并且它可以传播丙肝病毒和艾滋病病毒等致

病因子。

随着越来越多的船舶投入使用以及口岸居住人口的不断增

加，船舶废物处理不当的情况也越来越多，致使危害风险不断增

加。船上废水流包括污水、灰水和垃圾，以及油／水分离器的流出

物、冷却水、热水器和蒸汽发生器的排污、医疗废物（例如，保健废

物、实验室废物和兽医废物）、工业废水（例如，照片冲洗产生的废

水）和危害性废物（放射性、化学和生物废物和过期药品）。

食品废物和垃圾容易吸引老鼠、苍蝇和蟑螂，通常是很多疾

病病因的宿主和媒介（见第７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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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向水体投放有害废物意味着必须将那些废物在船上保

存一段时期。对于船员来说，包装和储存有害废物的过程本身就

具有危害性，如果储存有害废物发生溢出或泄露，就会导致危害

风险。应当按照排放点规则和规定妥善排放废物。

６．１．２　标准

ＩＨＲ２００５涵盖了船舶废物管理的内容并在《国际防止船舶

造成污染公约》（ＭＡＲＰＯＬ７３／７８，修订版）中有更详细的规定。

ＭＡＲＰＯＬ于１９７３年在国际海洋污染会议上通过，并随着更新几

经修订，包括１９７８年公约和２００２年合并版本的对照修改部分。

涵盖船舶污染的不同来源的条例被纳入本公约的六个附则：

 附则１　防止油类污染规则

 附则２　控制散装有毒液体物质污染规则

 附则３　防止海运包装形式有害物质污染规则

 附则４　防止船舶生活污水污染规则（生效日期，２００３年

９月２７日）

 附则５　防止船舶垃圾污染规则

 附则６　防止船舶造成大气污染规则（１９９７年９月通过）

医疗废物需要特殊处理。医护废物管理的详细规定参见ｈｔ

ｔｐ：／／ｗｗｗ．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ｗａｓｔｅ．ｏｒｇ／ｅｎ／１１５＿ｏｖｅｒｖｉｅｗ．ｈｔｍｌ和《突

发事件期间和后期过期药品安全处置指南》（ＷＨＯ，１９９９）。

６．２　准则

准则部分向读者提供本章主题相关的信息及指导，明确责任

并列举控制风险的实例。列举了３个具体准则（要达到并维持的

状态），同时每个准则还配有一系列指标（衡量是否符合准则）和

准则指导说明（实践中实施准则和指标的建议，强调确定行动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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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次序时需要考虑的最重要环节）。

与废物有关的疾病爆发和危害主要与储存和排放不当有关。

一旦出现，储存的废物就变成了潜在的危害来源。因此，疾病预

防的首要策略是尽量减少有害废物的产量。同时也应确保废物

收集和储存系统可以满足船上产生废物的数量和性质要求。

有时，废物管理处理系统出现运行故障，导致不安全情况。

因此，不能只依靠处理和管理系统。应当积极采取废物管理多重

措施，包括：

 考虑废物是如何在船上产生，然后采取措施，首先将有害

废物的产生降到最低；

 废物管理处理设施与需求相匹配；

 正确收集和储存废物。

港口工作人员和船员应当接受适当的环境保护、安全操作和

相关法律知识的培训。负责收集、处理和排放废物的工作人员应

当接受相关法规和废物风险的培训。

６．２．１　准则６．１：污水和灰水管理

准则６．１———安全处理和清除污水和灰水。

准则６．１指标

（１）卫生设施能够容纳液体废物，并且在允许范围内安全排

放污水和灰水。

（２）使用隔油器处理油脂废液。

（３）需要时，在储存或排放污水和灰水前，进行适当处理。

准则６．１指导说明

１．污水和液体废物排放

一般情况下，不允许船舶在供水区域、国家或地方当局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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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物排放的任何区域排放污水或含有感染、有毒废物的任何液

体。海港、口岸和沿海水域的船外排放归属这些区域的主管机构

管辖。不得将污水、食物残渣、易腐烂和有毒物质排入舱底。

任何国家都可以提供接收废物的专用驳船或排入污水管道

系统的岸上连接。口岸服务区域或驳船没有提供接收废物的软

管或连接时，船舶必须提供适当尺寸的专用软管和连接以便快速

地排放废物。软管必须耐用和防渗漏，内壁光滑，与饮水管或其

他注水软管规格不同，并标注“废物排放专用”字样。使用后，必

须用清水彻底冲洗并储存在标有“废物排放软管”字样的便利

位置。

禁止在取水附近区域或向实行污染防控措施的水体排放废

物，这就需要船上配置留存舱或污水处理设备。

系统的设计和建造不应出现泄露废物并可以立即进行泄露

或破裂检查。必须在研磨机的供水管上安装认证过的回流防护

器（真空断路器）或气隙。对所有管道进行颜色编码并至少每隔５

米标注（例如，根据ＩＳＯ１４７２６：２００６）避免与饮水混淆和出现交叉

连接。应当经常检修排水管、排污管和废物排放管避免堵塞和污

水、灰水或被污染废物回流到收集系统的固定装置和区域。

２．油隔

在排放或船上处理以前，除地面垃圾以外，所有可能含有油

脂的餐厨废物必须流经隔油器（油隔）后进入储存盒。隔油器的

设计应经国家主管机构的注册批准。收集的油脂可经焚化、岸上

储存排放或公海船外排放进行处理。根据其他国家法律规定，在

距离最近海岸线的适当距离，例如３海里（领海１２海里）可以进

行船外排放。

３．处理

所有船舶必须配备设施来处理厕所和小便池、医疗设施、医

护区域和食品垃圾研磨器的废物。这些设施包括处理系统和／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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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有泵和管道的安全舱。安全舱的废物可以排放到口岸连接或

专门的驳船或卡车里。处理系统和废物储存舱的设计应达到适

当容积（例如，每日人均１１４升废液）并应获得国家主管机构的注

册批准。

通常船舶需要处理的废水流量非常大，每日超过４７５０升，处

理后的污水必须达标，例如生化耗氧量不超过５０ｍｇ／Ｌ，悬浮固体

物质不超过１５０ｍｇ／Ｌ和大肠菌数每１００ｍＬ不超过１０００。

必须储存多余沉积物以便适当清除至岸上设施或公海。对

于每日处理废水流不超过４７５０升的船舶，处理时废水只需流经

研磨器，然后进行消毒产生的污水每１００ｍＬ大肠菌数不超过

１０００个。

根据生产商推荐可能需要进行氯化或采取同样有效的消毒

方法，使产生的污水符合相关机构的大肠菌数要求。

６．２．２　准则６．２：固体废物管理

准则６．２———安全处理和清除固体废物

准则６．２指标

（１）垃圾安全存放在设计合理的设施中。

（２）清除前安全存放多余的沉积物。

准则６．２指导说明

１．废物储存设施

为防止腐蚀，食品和垃圾升降机的里层可能用不锈钢建造，

并且符合食品储存、制备和供餐要求的相同标准。采用耐磨、无

吸收性的非腐蚀性材料建造甲板，并在四周有至少１０毫米的内

拱角。舱壁上的通风孔必须位于嵌板上方或顶甲板上。为便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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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和清除溢出物，所有电梯井道，包括升降平台和送菜升降机

的底部必须有排水道。

如果用送菜升降机运输废物，其内部必须容易清洁并用不锈

钢或类似材料建造，同时符合其他食品服务区域的相同标准。送

菜升降机底部应有适当的遮盖。

如果安装垃圾滑槽，应采用不锈钢或类似材料建造并安装自

动清洁系统。

在废物管理设备清洁室，舱壁、舱顶和甲板的建造应符合相

同的食品储存、制备和供餐标准。舱壁上安装的高压清洗系统应

配备甲板洗涤槽和通道。封闭式自动洗涤设备或房间可代替高

压清洗系统和甲板洗涤槽。排放蒸汽和热气时需要适当通风。

垃圾储存室应适当通风，并且控制温度和湿度。储存潮湿垃

圾必须使用密封的冷冻空间。该空间应符合相同的食品冷冻储

存设施标准。当卸载不便时，长期存放未经处理废物的房间必须

大小适合，并且必须与所有食品制备和储存区域隔离。

在所有垃圾存放和加工设施区域，应安装便利的洗手台，配

有饮用热和冷水、软管连接和足够数量的甲板排水道避免形成积

水。垃圾处理区的分拣台必须采用不锈钢或类似材料建造并有

内拱角和倒圆棱边。如果有甲板栏板，应至少８厘米高并呈拱

形。如果分拣台有排水道，应经过滤器直接流入甲板排水系统。

必须配备存放清洁用具的存储柜以便与食品隔离。工作台至少

保证２２０勒克斯的充足照明，并且照明设备应嵌入或安装在不锈

钢或类似材料上避免破裂。

为便于储存，所有空的金属容器或带有金属底部的容器必须

去掉盖子和底部，其余部分压扁。也应压扁纸、木头、塑料和类似

材料制成的容器来节省储存空间。干燥的废物必须储存在密封

的垃圾箱或封闭空间里，防止遭受天气、冲洗的影响以及进入鼠

类和媒介。容器清空后必须彻底清洁，如果必要，用杀虫剂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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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匿的鼠类和媒介。

２．多余沉积物

通常妥善储存多余沉积物以便移送岸上设施或在公海上

清除。

６．２．３　准则６．３医护和医药废物管理

准则６．３———安全处理和清除医护和药品垃圾

准则６．３指标

安全处理和清除医疗和药品垃圾。

准则６．３指导说明

船上产生的药品垃圾必须妥善处理以避免对环境和人体健

康造成危害。药品垃圾的具体问题包括避免将生物不可降解产

品或可能影响细菌的产品丢入污水系统，同时避免在低温或敞开

的容器中燃烧医药品。

药品垃圾是病人诊断、治疗或疫苗接种期间产生的所有废

物。药品垃圾分为两类：传染性和非传染性。传染性药品垃圾是

含有足够数量的病原体，其毒性足以使接触过的易感宿主患上传

染病的液体或固体废物。非传染性药品垃圾包括一次性医疗器

具和不属于传染性医疗废物的材料。

所有船舶都应当配备处理和／或安全储存药品垃圾的设施。

传染性垃圾必须安全储存或消毒（例如蒸汽消毒）并适当包装等

待岸上最终处理。药品垃圾应当清楚标明。设施完善的船舶可

以焚化纸质和布质药品垃圾，不能焚化塑料和潮湿材料。锐器必

须放在耐高温高压的塑料制锐器容器内并且保存在船上等待上

岸最终处置。未使用过的锐器必须按照处理药品垃圾的方式进

１２１６　废物管理和清除　



行岸上处置。

液态药品垃圾可以排放入污水系统。如果不需要蒸汽消毒

或特殊处理，可以将非传染性药品垃圾作为垃圾处理。处理药品

垃圾的工作人员必须接种乙肝疫苗。

参考 ＷＨＯ《国际航行船舶医疗指南》（ＷＨＯ，２００７），和一些

国家的医疗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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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媒介和宿主控制

７．１　背景

本章探讨船上病媒和宿主的管理。

ＩＨＲ２００５要求船舶运营商应当“经常保持所负责的交通工具

无感染或污染源，包括无媒介和宿主”。离开 ＷＨＯ建议实施媒

介控制区域的所有交通工具都应当消毒，并确保没有媒介。如果

有 ＷＨＯ推荐的方法和材料，应当采用。如果采用了 ＷＨＯ推荐

的方法和材料，成员国应当认可其他成员国的消毒、除鼠和其他

控制措施。《船舶卫生控制证书》应包括交通工具上存在媒介和

消除媒介采取的控制措施（第２２和２４条，和附录３、４和５）。

ＩＨＲ２００５也包括口岸及其周围的媒介控制。成员国应确保

口岸设施安全卫生，无感染和污染源，包括媒介和宿主。媒介控

制措施应扩展到距离候船厅和航行区域至少４００米的区域（根据

具体指南规定，如果更大范围出现媒介，距离可以更远）

７．１．１　与船舶媒介相关的健康风险

必须控制昆虫和鼠等病媒生物来保持船上卫生。蚊子、老

鼠、蜚蠊、苍蝇、虱子和鼠跳蚤都能够传播疾病。

在口岸区域鼠类被证实是许多疾病的媒介。霍乱、鼠型斑疹

伤寒、沙门氏菌病、旋毛虫病、细螺旋体病和鼠咬热都是通过鼠类

传播。

疟疾是通过蚊媒在人际间传播。如果控制不力，这种媒介会

繁殖并被带到船上。航行期间被疟疾感染的船舶会对船员和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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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健康和生命造成严重威胁。在船上，很难进行早期诊断和妥善

处置。反而船上人员和媒介会将疾病传播到港口。

７．１．２　标准

ＩＨＲ２００５第２０条规定卫生当局负责确保口岸有“能力”检查

船舶，然后签发《船舶卫生控制措施证书》指导船舶消毒或除污，

包括媒介控制，或如果没有发现污染，签发《船舶免于卫生控制措

施证书》。

ＩＨＲ２００５附件１描述了这种“能力”的构成，并且指出这种能

力包括除鼠、消毒、除虫和船舶除污染的能力。

ＩＨＲ２００５附件４规定了这类“证书”的签发程序，并指出发现

媒介，本质上不一定是疾病的证据，但足以在签发《船舶卫生控制

措施证书》时，对这些船上媒介进行除污染处理。

ＩＨＲ２００５附件５描述了媒介传播疾病的控制措施，并赋予卫

生当局对发现的媒介进行控制的权利。

７．２　准则

准则部分向读者提供本章主题相关的信息及指导，明确责任

并列举控制风险的实例。列举了２个具体准则（要达到并维持的

状态），同时每个准则还配有一系列指标（衡量是否符合准则）和

准则指导说明（实践中实施准则和指标的建议，强调确定行动优

先次序时需要考虑的最重要环节）。

港口会接收和容纳来自世界各国的货物和人员。因此，港口

面临着来自其他国家或港口的媒介风险。此外，港口采取的行

动，例如处理食材，会吸引多种害虫。在船上，乘客和船员距离医

疗设施相对较远，增加了疾病诊断和治疗的难度，潜在增加了严

重危害的风险。船舶设施相对紧凑的特点也便利了疾病的传播，

４２１ 　船舶卫生指南



为媒介提供了食材和宿主集中的环境。

与船上媒介有关的疾病爆发通常与控制不力和船上不卫生

有关，并且首先就是与不注意预防污染有关。初期预防失败导致

污染，然后控制失败使情况恶化。

合理设计，尽量减少媒介传播、藏匿和繁殖机会，这种预防措

施是所有良好媒介控制策略的基础。必须积极采取多重措施，

包括：

 采取所有合理的措施筛查媒介；

 控制船上的媒介；

 可能的话，消除适于媒介存活和繁殖的环境；

 减少乘客和船员接触媒介传染因子的机会。

可以采取下列一个或多个控制措施：

 定期检查船舱，尤其是最有可能滋生的环境，例如食物储

存、食物加工和废弃物储存区域；

 清除害虫藏匿点和垃圾、食物残渣或灰尘可能累积的

地点；

 经常清洁居住区域和食品储存、制备或供餐区域，以及清

洗和储存碟子和器具区域；

 适当存放和清除食物残渣和垃圾（见第３章）；

 最好通过设计或无法避免的话，尽量清除昆虫幼虫的栖

息场所，例如避免救生艇里形成积水；

 昆虫活动频繁的季节，在所有与外界空气接触的结构上

装上纱窗；

 适当使用杀虫剂。

由于船舶在港时可能进入媒介，有必要采取抑制媒介繁殖的

控制措施。这些控制措施必须在责任船员的指导下进行并且必

须经常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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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１　准则７．１：昆虫媒介控制

准则７．１———控制昆虫媒介。

准则７．１指标

（１）使用防虫纱窗避免昆虫进入。

（２）使用杀虫剂控制空气中和表面上的媒介密度。

准则７．１指导说明

１．纱窗

船舶在苍蝇和蚊子多的地方航行时，睡眠区、餐室和餐厅、室

内娱乐区和所有食物区必须装上纱窗。建议纱窗孔紧密，不超过

１．６毫米，并且所有开口都安装纱窗。纱窗门向外开并且可以自

动关闭，避免被粗铁丝网或包括使用金属踢板的其他方式划破。

有水的船舶必须安装纱窗滤除昆虫并经常查看和清除蚊子

滋生。垃圾房必须安装纱窗并经常查看和清除苍蝇或其他害虫

的滋生场所。

纱窗应保持完好。没有纱窗的睡眠区域应使用完好并且位

置合适的蚊帐。

２．杀虫剂

驶离媒介盛行地区时，必须定期使用残留和空间喷雾控制进

入船舶的飞虫。空间喷雾呈雾或轻雾状，并且接触杀死。残留喷

雾会在飞虫停留和其他昆虫爬行过的位置留下药剂，并且有效持

续一段时间。针对爬行昆虫和其他害虫最好使用专门杀虫剂控

制，正确喷洒在爬行、停留和藏匿区域。

喷洒杀虫剂可能含有对人体有害物质，喷洒期间，应遮盖所

有与食品接触的表面、碟子和器具以及所有食品和饮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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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虫剂、灭鼠剂、其他有毒物质和所有该用途的设备不能储

存在或邻近存储、加工、制备或食用食物或饮品的区域。而且，这

种有毒物质不应储存在碟子和器具或用于接触或盛放食品和饮

品的餐具、织物和其他设备附近。为避免意外将这些有毒物质混

入食材中，这些危害物必须存放在有颜色标识的容器内，清楚标

注“有毒”字样。

７．２．２准则７．２：鼠媒介控制

准则７．２－控制鼠媒介。

准则７．２指标

（１）安装和维护防鼠板。

（２）使用捕鼠夹控制媒介密度。

（３）使用有毒诱饵控制媒介密度。

（４）定期查看害虫。

（５）采取卫生措施尽量减少对鼠的吸引。

准则７．２指导说明

１．防鼠板

老鼠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进入船舶，包括直接爬上缆索（停泊

或拖拽船舶的缆绳）和舷梯。或者藏匿在货物、物料和其他材料

里面被带上船舶。然而，通过合理的建造和防鼠预防老鼠藏匿几

乎可以完全控制船上的老鼠。

有些船舶不经过重大改造可能防鼠困难。然而，也有许多简

单易行的防鼠措施。只要在船上定期采取适当的操作控制措施，

就会大大减少鼠藏匿，并在船舶除鼠后将老鼠的数量降到最低。

隐蔽空间、结构凹处、过大孔洞（大于１．２５厘米），空隙、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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舱和穿透装置（例如穿过舱壁或甲板的管子或管道）周围的缺口，

不论位于何处都应用防鼠材料添堵。管道周围的绝缘层具有一

定厚度，约１．２５厘米，应当防止鼠咬。

防鼠材料应坚固耐磨。这种材料包括硬度和强度适宜的金

属或合金板、铁丝网和金属布。

铁丝网或钢板规格必须强度适度并且抗腐蚀。例如，由于铝

硬度差，因此布朗－莎普标准厚度必须大于美国钢板标准规定的

厚度。例如，１６厚度的铝（布朗－莎普标准）可能代替１８厚度的

钢板（美国标准）。铁丝和金属布的等级，Ｗａｓｈｂｕｒｎ＆ Ｍｏｅｎ规

格也适用。

如果边缘和各个啃咬边缘发亮，某些非防鼠材料也适用于防

鼠区域。下列情况可以使用木头和石棉合成材料：

 木头必须干燥或风干并且没有弯曲、裂痕和结节。

 非有机材料合成板和嵌板必须相对结实和坚硬，表面光

滑并且耐鼠咬。可以从国家卫生管理部门获取认可的非

防鼠材料列表。如果使用新材料，必须咨询国家卫生管

理部门以便启动批准程序。

 没有达到上述项目符号要求的某些合成板和嵌板，经过

金属压板或一面使用适当材料以后也可以被接受。本类

别的所有材料可能需经卫生管理部门批准以便纳入认可

的非防鼠材料列表。

不建议使用水泥、油灰、塑料密封剂、铅和其他软材料或易松

动材料代替防鼠材料填补小孔隙。填补金属环内电缆周围孔隙

的坚硬材料可能需要经过船舶检查官员的批准。纤维板和石灰

板通常不被认为是防鼠材料。应咨询相关卫生管理部门获得

批准。

紧贴钢板、距钢板２厘米以内以及紧贴在防鼠隔绝材料上的

非防鼠遮盖物，不需要具有防鼠功能。重叠连接部分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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遮盖。

有效的防鼠挡与船舶的距离适当，如果被安装在船舶和口岸

连接的缆索上时应当耐风吹。

２．鼠夹

船长可以指定一人负责媒介控制方案。离港后，必须在老鼠

可能直接从码头或藏匿在货物或储物中上船的位置设置鼠夹。

如果两天后所有的鼠夹仍是空的，可以收起鼠夹。如果抓获老

鼠，必须在此区域重新设置鼠夹直到抓获更多的老鼠。设置鼠夹

的位置、日期和结果记录必须记入船舶航行日志并为口岸卫生检

疫人员留存副本待查。

３．鼠药

绝大多数灭鼠药可能毒性很大并对人体有害。使用过程中

必须注意，按照使用说明认真操作。容器必须标明“有毒”字样并

与食品制备和储存区域分开储存；鼠药必须有颜色标识以避免在

备餐过程中误食。应当查看鼠药是否正确投放并且是否被食用。

４．检查

老鼠会留下粪便、咬痕和油迹，表明鼠患泛滥。定期检查船舶查

找此类证据可以表明船上是否有老鼠。尤其应重点检查食品储存和

制备区域、垃圾收集和存放区域以及在港时的货物存放区域。

应当妥善保存、检查和定期维护所有的防鼠设施。必须立即

处理虫害并且不能影响食品安全或适用性。使用化学、物理或生

物试剂处理时必须不能对食品安全或适用性造成威胁。

５．卫生

老鼠会对食品安全和适用性构成重大威胁。有繁殖场所和

食物供应时就会出现鼠类泛滥。应采取良好卫生措施避免形成

有益于老鼠的环境。良好的卫生、来料检查和完善的监督可以尽

量减少鼠类泛滥的可能性，从而限制鼠药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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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环境中的传染病控制

８．１　背景

本章探讨船上持久性传染因子的管理。

８．１．１　船上持久性传染因子相关的健康风险

船上感染因子曾引发许多诺如病毒等（例如美国疾控中心，

２００２）导致的急性传染性肠胃病（ＡＧＩ），和流感等（例如Ｂｒｏｔｈｅｒ

ｔｏ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３）导致的急性呼吸道疾病（ＡＧＩ）爆发。例如，在

２００２年，美国疾控中心在抵达美国口岸（美国疾控中心，２００２）的

船上检测出２１起疾病爆发（这种情况，定义为“可能感染诺如病

毒导致３％以上的船上人员患病）。通常，疾病是由肠胃系统（消

化道、肠、胃）感染导致的传染病因子引起，并且导致恶心、呕吐和

腹泻等急性症状。也会出现呼吸道感染并导致发烧、肌痛、无力、

嗓子疼、发冷和咳嗽等急性症状。尽管这些疾病通常是自身患病

或甚至没有症状，但也会出现死亡病例，尤其在敏感人群中。在

船舶环境范围内，这些疾病会迅速传播，感染整船的绝大部分人

员。这些疾病在岸上同样具有高度传染性，很难避免某些被感染

人员登船。

本章探讨的对象是能够长期存活于空气、水、呕吐物和痰以

及表面，容易出现人际间接传播并导致疾病爆发的传染因子。

许多传染因子，包括原生动物、细菌和病毒可以通过环境表

面甚至通过空气传播。但是，导致船上爆发重大疾病的传染因子

应具有高度传染性并能够在新的被感染宿主内孵化并复制。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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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在环境中存活的引发船上ＡＧＩ和ＡＲＩ爆发的因子通常是病

毒性的。我们对于这些病毒和其分类的认识快速发展。但是，在

一般情况下，不论传染因子如何分类，风险因子和船上采取的控

制措施是不变的。

例如，被传染人员可能通过他（她）的粪便或呕吐物排出传染

因子。在擦屁股、换尿布或清洁以后，除非彻底清洗，否则被传染

人员、他（她）的护理者手上可能沾染这些物质，留在他们接触过

的船体表面或食物、水里。当其他人触摸这些表面或食用食品或

水，把手指放入嘴里或食用被污染的食物或水，他（她）可能被传

染因子感染。

传染因子也可以通过空气传播，例如通过咳嗽和打喷嚏，病

原体从呼吸道被喷出。

致病因子的水源和食源性传播也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在第２

和３章分别探讨，尤其关注军团杆菌相关风险。

本章讨论两类病原体。导致ＡＧＩ的传染因子通常通过门把

等环境表面传播。导致ＡＲＩ的传染因子更多通过空气传播。

急性传染肠胃病

引发ＡＧＩ的持久性传染因子通常是属于杯状病毒、星状病毒

和呼肠孤病毒科。这些病毒常常与腹泻有关，杯状病毒科包括造

成船上疾病爆发最常见的种属：诺如病毒（也称作诺瓦克状病毒

和小圆形结构病毒）。

由于症状和控制措施相似，为说明风险因子和船上采取的控

制措施，将诺如病毒作为ＡＧＩ的典型病因，流感病毒作为ＡＲＩ的

典型病因。通常，诺如病毒传染性更强，对消毒抵抗力更强，在这

两种病毒中更难以控制，因此将成为本章的焦点。绝大多数情

况，预防船上诺如病毒传播的控制措施有助于减少持久性传染因

子中的其他、不活跃的病原体传播。

诺如病毒在全世界被公认为成人肠胃炎爆发的主要原因，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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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肠胃炎的所有病因中，仅次于轮状病毒。诊断学和监测的最

新发展可能揭露更多船上疾病的爆发。全世界疾病爆发之间种

属的近似性表明国际旅行者可能扮演着宿主的角色。

诺如病毒可以通过喷射性呕吐所释放的气溶胶扩散，因此可

以通过空气传播（Ｍａｒｋ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０）以及摄入（经过表面直接或

间接）被感染呕吐物和粪便传播。环境表面很容易被污染并持续

污染一段时间（Ｃｈｅｅｓｂｒｏｕｇｈｅｔａｌ．，２０００）。

疾病爆发会在整个船上迅速蔓延，因为诺如病毒的潜伏期只

有１２～４８小时，并且所有年龄段（美国疾控中心，２００２）接触患病

的比例高（经常超过５０％）。症状初期通常是突然喷射呕吐物和／

或腹泻。可能伴有发烧、肌痛、腹部痉挛和身体不适。绝大多数

病例１２～６０小时内康复，很少出现重病或死亡病例，尤其是如果

口服补液治疗的情况下。

因为传染因子可以持续存活，可能会继续爆发疾病并导致下

一航程的乘客和船员患病。新船员和乘客会定期上船，因此疾病

爆发后必须对船舶进行消毒。

诺如病毒播散率会在每克粪便超过１０６ 病毒体时达到高峰，

约半数病例症状消失后３个星期每克粪便病毒体减少至１０００左

右，并且在感染高峰后７个星期仍然可以检测出（Ｔｕｅｔａｌ．，

２００８）。因此，即使船舶被消毒，人群之间也可能通过传染源而出

现桥联。这个长时间的排毒期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在于，指出诺如

病毒感染通常是无症状的，有些乘客和船员可能携带这种持久性

传染因子上船，而不论船员如何消毒。即使船上没有发现疫情爆

发，也应当假定船上有未知传染人员，不能仅仅在爆发以后而应

不间断的采取传染病控制预防措施。

急性呼吸道疾病

引发ＡＲＩ的持久性传染因子通常属于鼻病毒、腺病毒、流感

病毒和冠状病毒科。这些病毒通常与感冒和咳嗽等症状有关，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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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有些会导致更多症状引发更高死亡率，例如发烧。在疾病爆发

较常见的确诊病因中，流感病毒通常导致最严重的症状。由于难

以控制其传播，甚至难以控制其在部分预防接种人群中的传播，

流感病毒已经成为目前船舶的常见问题（Ｂｒｏｔｈｅｒｔｏｎｅｔａｌ．，

２００３）。

非典（ＳＡＲＳ）（ＷＨＯ，２００４）被认为是一种可能通过旅行者传

播的疾病。这种疾病由冠状病毒导致，通常与上文描述的肠胃病

毒症状不同，而与呼吸道感染有关并有流感样症状。然而，尽管

初期类似流感，并发症却包括致命的严重肺炎和呼吸系统衰竭。

通过采取诺如病毒、流感病毒和类似病毒的同样控制措施，可以

减少ＳＡＲＳ的人际传播风险。

根据ＩＨＲ２００５第３７条规定，进入口岸的船舶需要向卫生机

构报告航行期间的船上健康情况和乘客及船员的健康状况。为

此，船长必须填写《航海健康申报书》并且有船医的话，应由船医

附签，并在抵港后提交给卫生检疫官员。

８．２　准则

准则部分向读者提供本章主题相关的信息及指导，明确责任

并列举控制风险的实例。列举了３个具体准则（要达到并维持的

状态），同时每个准则还配有一系列指标（衡量是否符合准则）和

准则指导说明（实践中实施准则和指标的建议，强调确定行动优

先次序时需要考虑的最重要环节）。

感染性传染因子的传染风险因子通常涉及与被传染人密切

接触的因素（根据ｄｅＷｉｔ，Ｋｏｏｐｍａｎｓ＆ｖａｎＤｕｙｎｈｏｖｅｎ，２００３），

包括：

 同一家庭或群体中的其他被传染人员；

 接触被传染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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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物和水处理不卫生；

 接触粪便和呕吐物，这也同样重要；

 接近被传染和咳嗽或打喷嚏人员。

被传染人员是小孩子时，与其他被传染人员接触的重要性

增加。

由于多种原因，船舶面临着大规模爆发的高度风险。许多岸

上爆发与许多人密切接触其他被传染人员一段时间有关，例如在

聚会、餐馆、学校和宿舍。这些高危环境也会在船上出现。船舱

里人们近距离居住，通常还有孩子，孩子更应当进行适当的隔离。

本指南前一章强调了与其他控制措施相比，源头预防的重要

性。然而，持久性传染因子通常在人群中广泛传播，常常没有明

显症状，要在上船时排查出被传染人员是不现实的。持久性传染

因子的控制重点是在任何时候采取一切合理措施预防疾病传播；

工作时应当假设人员被传染。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有症状人员通

常比无症状人员的传染性更强，并且有必要采取其他预防措施，

尽量减少病人在船上传染其他人员的可能性。不能有效控制船

上可能的传播途径时，可能出现大规模的疾病爆发。

不能只依靠任何单一的控制措施，并且应积极采取多重防护

措施。

８．２．１　准则８．１：传播途径

准则８．１———尽量减少船上的传播途径。

准则８．１指标

（１）在船上倡导和要求船员和工作人员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

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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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在船上保持严格的食品和水卫生。

（３）在船上保持严格的清洁和垃圾处理卫生措施。

准则８．１指导说明

１．个人卫生

在船上提倡和采取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可以有效减少持久

性传染因子的传播。应当倡导的行为包括：

 在餐饮、厕所、儿童看护设施、医疗设施和入口处安装充

足的、位置便利的洗手和消毒设施，并使这些设施显而易

见，包括使用指示；

 提供洗手、烘干和消毒（例如不需要手接触的水阀和肥皂

－消毒液配发系统）的非接触设施；

 除非洗过手否则避免将手指放入或放在口附近；

 避免将可能接触过的物体放入口中；

 提供正确洗手和消毒的指南；

 咳嗽或打喷嚏时用纸巾覆盖鼻子和口，然后丢弃。

２．食物和水卫生

在船上提倡和采取良好的食品和水卫生可以大量减少持久

性传染因子的传播。提倡范例包括：

 按照第２和３章探讨的，保持严格的食品和水处理卫生；

 设计自助设施尽量减少传染因子传播，密切监管并避免

儿童使用；大规模疾病爆发时考虑取消自助餐设施；

 限制与其他人间接接触的需求，例如共用饮用容器和用

餐器具；

 如果共同进餐，提供各自的餐具，以避免用手或已经接触

嘴的餐具用餐；

 提供餐具和适合座位尽量减少用餐时触摸食物，提供一

种食品并且包装尽量减少触摸；

 如果食用时不可避免要接触食品，伴随食物一起提供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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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液。

３．良好卫生习惯

保持良好卫生习惯有助于减少船上持久性传染因子的传播。

提倡的范例包括：

 航程之间和航行期间清洁和消毒物品；这应包括受感染

人可能触摸环境表面并间接传染他人（厕所和水阀把手；

餐饮用具；门把；遥控设备；电灯开关、收音机和空调设

备；椅子、桌子和床铺表面和地毯）；

 适当通风；

 使用表面容易清洁和消毒的非吸收性材料；

 为儿童和成人提供隔离区以减少交叉感染的风险；

 在桑拿浴和可以脱掉衣服的其他公共区域穿内衣或使用

毛巾；

 迅速清洁和消毒船上喷溅的任何粪便或呕吐物。

８．２．２　准则８．２：空气质量

准则８．２———保持良好空气质量以减少空气传播疾病的风

险。

准则８．２指标

保持良好的空气质量预防空气传播疾病。

准则８．２指导说明

为保证船上的空气质量，必须保持空气流通，尽可能的消除

危害因子。空气吸入口应保持干净和运行状态。空气过滤器应

保持卫生。非一次性（永久性）过滤器应按照生产商建议清洁，通

常每月清洁一次。一次性过滤器应根据生产商说明更换，通常是

每隔３个月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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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保持空调房间的清洁卫生。这些房间不可囤放或储存

物品、化学物、产品和器具，避免生物或化学危害扩散。空调房间

的冷凝和制冷系统不应有任何渗漏。空调系统的清洁和消毒程

序只能使用特定系统指定的专用化学物（无毒、生物降解等）。船

舶运营商应监控和记录空调系统的清洁和维修程序。

８．２．３　准则８．３：病例和爆发

准则８．３———有效应对病例和爆发。

准则８．３指标

（１）具备程序、设备和设施应对有症状人员以尽量减少疾病

的进一步扩散。

（２）具备程序、设备和设施采取强化控制措施应对疾病爆发。

准则８．３指导说明

１．处理有症状人员

本指南范围是作为一个“卫生”指南。参见 ＷＨＯ《国际船舶

医疗指南》（ＷＨＯ，２００７）并在下一口岸就医，对个体进行逐案

管理。

由于有症状人员可能具有高度传染性，可以采取针对性的和

额外控制措施。应包括的行动范例包括：

 建立系统尽早发现疾病症状；

 建议或甚至要求有症状人员尽量减少与他人接触；

 不允许有症状人员登船；

 与有症状人员密切接触时佩戴合适的口罩和手套；

 在不能隔离时，建议病人尽量减少传染他人的风险，例如

限制与其他人员的任何直接接触，甚至会面期间（例如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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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和亲吻），尽可能待在船舱里减少与其他人接触并且不

要参与食物加工或可能容易导致传染病传播的工作；

 可能的话，给可能接触传染病人的船员接种疫苗；

 可能的话，采取抗病毒疗法抑制感染和播散率。

２．应对爆发

强化措施应减轻疾病爆发的严重程度和持续时间，并有助于

预防后续旅行者的疾病爆发。处理程序的行动范例应包括：

 确认疾病爆发源头。如果是点源污染特征，应再次检查

并强化相关控制措施，开展流行病学调查确认或排除食

品或水源。如果船上爆发食源和水源疾病，应当再次检

查和监督厨房卫生措施和水安全管理；

 建议有症状的乘客或船员待在船舱内。尽管通常症状发

作后２４～７２小时达到最大排出，在症状发作以前会很快

开始排泄和呼出病毒，并持续长达几个星期。根据可能

的病因，结合具体医疗建议确定适宜的隔离时间；

 接触被感染乘客或船员和物体后，在处理食品或饮品以

前和离开被感染区域或船舱时应要求清洁人员和船员

洗手；

 要求船员和护理人员佩戴适合口罩，对与传染病人接触

的人员进行保护；

 立即清洁和消毒被呕吐物和粪便污染的区域。清洁人员

必须佩戴手套和围裙。虽然可能出现空气传播，除非会

有喷溅或雾化，否则通常没有必要佩戴口罩。

 可能的话，隔离登船和下船的乘客。如果船上爆发疾病，

应推迟新乘客登船直到彻底清洁和消毒船舶。隔离时间

应根据疾病类型结合具体医疗建议确定。

船上疾病持续爆发表明船舶环境中藏匿着某种传染因子，例

如诺如病毒。在疾病爆发期间和末期，应制定全面的应急清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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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毒方案。

必须特别注意清洁经常接触的物体，例如水阀、门把、厕所或

浴池扶手。对于ＡＧＩ传染因子，应在最后病例处理后至少７２小

时启动终末清洁程序。对于新近感染人员应考虑最长感染期（４８

小时）和典型潜伏期（２４小时）。清洁和消毒被感染区域。

将被污染织物和床单仔细放入被感染织物指南提到的相应

洗衣袋中，（例如带颜色外袋的可溶海藻酸盐袋），避免形成更多

的气溶胶。被污染的枕头除非表面覆盖有防水层，否则应按照被

污染织物清洗，并且必须消毒。

毯子和软饰消毒特别困难。通常不建议使用次氯盐酸，因为

需要长时间浸泡，许多需要消毒的物品不耐漂洗。只要耐热，可

以用蒸汽清洁地毯和软饰（有些毯子用热敏材料“固定”在地板

上）。然而，清洁应当彻底，因为温度至少６０摄氏度才能达到消

毒效果，但实践中，试验表明蒸汽清洁通常不会达到这种高温。

真空吸尘地毯和打磨地板有可能再感染病毒，因此不推荐这种

做法。

使用一次性抹布，用消毒剂和热水冲洗被污染的坚硬表面，

然后用适当的消毒剂消毒。必须安全处置一次性抹布使其不会

污染其他人员。非一次性拖把头和清洁抹布必须用热水按照被

污染织物进行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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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船舶水供应系统危害、控制措施、

　　　　监测程序范例　　　　　　　　　

水源水

危害／危害事件 控制措施 监测程序 整改行动

被污染水源水 水源水质常规检

查

监测浑浊度和

微生物指标

过滤器和消毒，
或采取其他水源

过滤器故障 常规检查和维护 采用浑浊度监

测过滤器性能

修理或更换故障

过滤器

定期回洗和清洁

过滤器

被污染软管 定期清洁和消毒 常规检查 修理或更换

定期修理和维护 清洁和消毒

正确储存和标识

被污染给水栓 定期清洁和消毒 常规检查 修理或更换

定期修理和维护 清洁和消毒

装舱时与非饮

用水交叉感染

正确设计和管道 常规检查 安装新管道

正确标识 隔离部分系统

不与非饮用水连

接

再次氯化，冲洗

装舱时回流防

止器故障

没有允许被污染

水进入的缺陷

常规检查、修理
和维护

修理或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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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存

危害／危害事件 控制措施 监测程序 整改行动

存储舱底部沉

积

常规清洁（例如
每隔６个月）

常规检查，记录 清洁储存罐的程

序

溢流或通气管

铁丝网损坏

常规检查、修理
和维护

常规卫生检查 更换或修理

饮水储水舱和

非饮用水储水

舱或管道的交

叉感染

交叉连接控制方

案

常规检查、修理
和维护

修理或更换

饮水储水舱缺

陷

常规卫生检查 常规检查、修理
和维护

修理或更换

配送系统

危害／危害事件 控制措施 监测程序 整改行动

与非饮用水交

叉连接

预防交叉连接 常规检查 断开交叉连接

检查、修理和维
护程序

正确验明管道和

水舱

管道缺陷、渗漏 检查、修理和维
护程序

常规检查 修理管道

配送系统出口

的回流防止器

故障

没有允许被污染

水进入的缺陷

常规检查

检测防止器

修理或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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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表

认可的非防鼠

材料

出现暴露边缘时，表面能够抗啮咬，但如果不保护啮咬
边缘就会遭鼠患的材料。

可触及的
使用螺丝刀、钳子或开口扳手等简单工具可拆开进行
清洁和检查。

气隙

向水罐供水的任何管道或水龙头、管道设施或其他设
备的最低开口和容器或接收夹具溢流边缘之间经过自

由大气的无阻碍垂直距离。气隙必须至少是供应管或
水龙头直径的２倍或至少２．５厘米。

回流
水或其他液体、混合物或物质从任何源头或饮水供应
以外的源头流入饮水供应配送管道。

回流防止器

一种经批准的回流防止管道设备，必须安装在饮水配送管
道上，位于饮水配送管道和其他液体、混合物或来自饮水
供应以外任何源头的物质之间直接或潜在连接的位置。

耐腐蚀
可以抵抗腐蚀恶化，即使在使用环境的长期作用下仍
能保持原表面的特性。

圆角
一个模铸或其他设计的凹面，不采用常见的９０度以内
的角度以预防灰尘和残渣积累并且便于清洁。

船员 交通工具上除乘客以外的人员。

交叉连接

公共或消费者饮水系统和任何其他源头或系统之间任

何无防护的实际或潜在连接或结构分布，可能使使用
过的水、工业液体、气体或系统供应除饮用目的以外的
物质进入饮水系统的任何位置。允许回流的流经排
列、跳接、可拆装部分、旋轴或转换设备和其他暂时或
永久性设备被认为是交叉连接。

甲板槽 嵌入甲板的槽，通常位于倾斜蒸煮锅和平底锅。

容易清洁
用一种材料编制，完成和设计成采用正常清洁方法和
材料可以进行简单和彻底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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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水板

位于防鼠区域的角落、边缘和其他接受的非防鼠材料
暴露边缘的覆盖或遮盖。防水板必须使用防水材料制
成，宽度足够覆盖啮咬边缘和牢固固定。

地板槽 见甲板槽。

食品接触表面

通常食品接触的设备和器具表面以及食品可能排干、
滴出或喷溅到通常与食品接触的表面；这包括冰桶冰
流上方的制冰机区域。

食品加工区域 食品储存、加工、制备或供餐的任何区域。

食品制备区域 食品加工、烹饪或制备供餐的任何区域。

食品服务区域
食品提供给乘客或船员的任何区域（不包括个人舱室
服务）。

食品储存区域 食品或食品产品储存的任何区域。

灰水
来自厨房、洗碟机、淋浴、洗衣机、浴室和洗脸盆的排
水。这不包括污水、医疗废水或机械间的船底污水。

健康目标

引导向预设的健康或水安全目标前进的参照。有４类
健康目标：健康结果目标、水质目标、性能目标和具体
技术目标。

最大空隙
老鼠不能钻过的最大空隙，适用于防鼠和鼠密集区域。
不论空气性状如何，通常最小尺寸小于１．２５厘米。

非吸收材料 表面不能吸收水分的那些材料。

非食品接触表

面

位于食品储存、制备和服务区域设备除食品接触或喷
溅接触表面以外的所有暴露表面。

便携式

对于容易拆装或安装在轮脚、滑翔或滚筒上的设备描
述；可采用机械方法安全倾斜进行清洁；或一个人可以
轻易移动。

饮水

供人员使用，例如饮用、冲洗、刷牙、游泳或淋浴的淡
水；用于淡水娱乐用水环境；用于船上医室；用于加工、
制备或烹饪食品；用于清洁食品储存和制备区域、器具
和设备。ＷＨＯ饮水水质指南定义指出，终生饮用饮水
也不会造成严重健康风险，包括在生命不同阶段人体
敏感程度不同的情况下依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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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水舱 装舱和配送生产和用作饮水储存饮用水的所有舱体。

防鼠区域
采用防鼠材料或设计完全与其他区域隔离的一个区

域。

防鼠材料 一种表面和边缘耐老鼠啮咬得材料。

容易拆装 不适用工具能够与主体分离。

可拆装
使用螺丝刀、钳子或开口扳手等简单工具就能够与主
体拆离。

排水口 将水径流引向排水的沟渠或集水坑。

密封剂 填充裂缝防止液体或水分进入或渗漏的材料。

裂隙
两个类似或不同材料之间的开口处。持续焊接研磨和
磨光的结合点不是裂隙。

污水
人、动物或蔬菜物质悬浮或溶解的任何液体废物，包括
含有化学溶液的液体。

船舶 国际或国内航线的远洋或内河航行船舶。

实用水槽 食品服务区域内除洗手和／或洗碗盘以外的所有水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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